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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124 鼻咽癌高危 CTV 勾画的探讨—单纯几何外扩 ----------------------------------------------------------- 龚晓昌 68  

PA-125 MRI 模拟定位在鼻咽癌肿瘤靶区勾画中作用的初步结果 -------------------------- 姜玉良,田素青,王俊杰 69  

PA-126 COX-2、 VEGF 在鼻咽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 林色南 70  

PA-127 诱导化疗联合放疗治疗老年鼻咽癌的疗效和安全性 ----------------------------- 陈碧娟,罗德红,许婷婷等 70  

PA-128 鼻咽癌调强放疗中腮腺及肿瘤体积变化规律 -------------------------------------------- 马代远,刘娟,谭榜宪 71  

PA-129 中药干预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放射性腮腺损伤的临床研究 ------------------------------------------ 马代远 71  

PA-130 20 例妊娠哺乳期鼻咽癌临床观察 -------------------------------------------------------------------------- 廖瑜露 71  

PA-131 鼻咽癌调强放疗颈部靶区优化的临床研究 -------------------------------------------------------- 问静,黄生富 72  

PA-132 血浆和全血 EBV-DNA 载量比值在预测鼻咽癌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中的作用 ------ 王紫晶,胡斌,林勤 72  

PA-133 鼻咽癌调强放疗后发生鼻咽坏死的早期表现及临床干预 ----------------------------------- 郭业松,黄生富 73  

PA-134 3-4 周期新辅助化疗对 N2-3 期鼻咽癌的临床价值分析 ------------------------------- 魏嘉旺,黄蓉,余昕等 73  

PA-135 RNA 干扰沉默 HIF-1α对鼻咽癌细胞 apelin 表达的影响 ------------------------------------- 徐钢,闫茂生 74  

PA-136 化疗及局部加量在鼻咽癌调强放疗中的疗效分析 -------------------------------------------- 王丽君,钱普东 74  

PA-137 螺旋断层调强放疗中鼻咽癌远处转移病灶摆位误差分析 ----------------------- 刘金迪,黄颖萍,林承光等 75  

PA-138 Outcome and long-term efficacy of four facio-cervical fields’ conformal radiotherapy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 wang fangzheng 75  

PA-139 斜坡受侵鼻咽癌 IMRT 长期随访结果：斜坡受侵策略探讨------------------------ 张石川,刘丽,廖文军等 76  

PA-140 Long-term use of nimotuzumab in combination with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loco-region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experience 

of a single institution  ---------------------------------------------------------------------------- wang fangzheng 76  

PA-141 鼻咽癌 Ib 区淋巴结转移的高危因素及选择性 Ib 区照射的探讨 --------------- 区晓敏,缪一冰,王孝深等 77  

PA-142 Elective neck prophylactic irradiation of the negative neck is suitable for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with unilateral cervic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 Tang LingLong,  Tang Xin-ran, Li  Wen-fei etc. 77  

PA-143 126 例鼻咽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结果 ------------------------------------------------------ 张佳惠,李平,艾平等 78  

PA-144 雷替曲塞联合奈达铂同步螺旋断层放疗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的临床研究 ----------------- 丁巍,孙向东 79  

PA-145 Risk factors and prognosis of post-radiation nasopharyngeal ulceration for the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Ye Zhimin 79  

PA-146 洛铂同步 IMRT 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的 I 期临床研究 ---------------------------- 李建军,张艳玲,潘 凤等 80  

PA-147 中国西北非高发区鼻咽癌基于 MRI 的局部侵犯规律和特征分析 ---------------------- 许曼,石梅,臧建等 81  

PA-148 局部晚期鼻咽癌新辅助化疗联合同步放化疗过程中解剖形态及放疗剂量的变化陈传本,丁剑鸣,费召东 81  

 

多模态影像与放疗临床研究 

 

PB-001 联合弹性超声对乳腺癌放疗前区域淋巴结转移的评估 -------------------------------- 刘美新,张钧,李振生 83  

PB-002 非小细胞肺癌同步放化疗正电子断层扫描（PET)正常肺组织氟脱氧葡萄糖（FDG）摄取，患者报告症

状，和医生评价放射性肺炎三者相互关系研究 ------------------ 岳金波,Xin Shelley Wang,Ting Xu 等 83  

PB-003 1300 例鼻咽癌原发灶及淋巴结侵犯规律的磁共振影像学研究 ------------------------------- 凡丹,申良方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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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004 CT 灌注成像在子宫颈癌放疗靶区 GTV 勾画中的物理学研究 ----------------------------------- 昝宁,范娟 84  

PB-005 初诊脑转移癌患者颅内病灶影像学特征与认知功能状态的相关性研究 ----- 陈彦防,连一新,周梦耘等 85  

PB-006 磁共振弥散成像（DWI）在鼻咽癌靶区勾画中咀嚼肌间隙侵犯识别中的应用研究黄立敏,徐睿,雷竹等 86  

PB-007 增强 CT 放射组学特征可以作为预测术前新辅助放化疗食管胃交界处腺癌的预后 

 指标 ----------------------------------------------------------------------------- 王奇峰,张玉蛟,Shouhao Zhou 等 86  

PB-008 [18]F-FLT 和[18]F-FDG PET/CT 在预测鼻咽癌根治性放化疗疗效方面的初步研究 ---- 史琪,胡超苏 87  

PB-009 用 DWI 早期预测食管癌原发灶放化疗疗效的临床研究 ------------------------------- 王澜,刘丽虹,韩春等 87  

PB-010 第 3 代双源 CT 全脑灌注成像在胶质瘤放化疗后复发及假性进展中的诊断价值 黄立敏,王涛,雷竹等 88  

PB-011 18F-FDG PET-CT 对鼻咽癌预后价值研究:基于 14 项研究的 META 分析 ------- 黄叶才,冯梅,阴骏等 89  

PB-012 磁共振 3D-ASL 技术联合对比增强扫描在诊断高级别胶质瘤术后残留中的价值黄立敏,王涛,徐睿等 89  

PB-013 国产图像引导设备 IGPS 在头颈部肿瘤的精确放疗中的应用 --------------------- 张丙新,付东山,朱丹等 90  

PB-014 自动轮廓勾画软件（ABAS）图谱库的构建在宫颈癌放疗中的应用 ------------ 李毅,孙宇晨,张晓智等 90  

PB-015 直肠癌术后病理标本与术前 CT 和 MRI 定义肿瘤范围的对比研究：对直肠癌术前放疗大体肿瘤体积勾

画的指导意义 ----------------------------------------------------------------------------- 刘媛媛,朱苏雨,陈晓艳等 91  

PB-016 基于 PET-CT 和 4DCT 不同定义方法的非小细胞肺癌内生物靶区比较研究张英杰,李建彬,段益利等 91  

PB-017 18F-FDG-PET/CT 引导的 IMRT 靶区勾画方式对局部晚期鼻咽癌的生存影响 

 研究 -------------------------------------------------------------------------------------------- 刘峰,席许平,韩亚骞等 92  

PB-018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预测食管鳞癌新辅助放化疗反应的初步研究 -------------- 郝大选,杨原源,李雪等 92  

PB-019 Decoding the predictive value for radiotherapeutic efficacy based on the changes of image texture 

features between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 PET of  

 NSCLC patients ----------------------------------------------------------------------- Ma Changsheng,Yin Yong 93  

PB-020 Decoding tumor heterogeneity for primary and lymphoma tumors by using texture analysis in PET 

images ----------------------------------------------------------------------------------- Ma Changsheng,Yin Yong 94  

PB-021 利用肺部模体研究肺癌在螺旋断层放射治疗计划中靶区间空间关系对肺组织的剂量学 

 影响 ----------------------------------------------------------------------------------------------------- 万斌,黎杰,王培 94  

PB-022 Association of Normal-Lung FluorodeoxyglucoseUptake with Radiation  

 Pneumonitis after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for Non-Small CellLung  

Cancer ------------------------------------------------ Yue Jinbo,McKeever Matthew,Sio Terence T etc.  95 

PB-023 Predicting Radiation Pneumonitis Risk by Thoracic Dosimetry and Fluorodeoxyglucose Uptake in 

Patients with Inoperabl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Undergoing Proton or Photon Radiotherapy: 

Results from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 Yue Jinbo,Sio Terence T. ,Xu Ting etc. 96  

PB-024 A Preliminary Study: DWI-MRI of unresectable pancreatic cancer in Cyberknife radiotherapy 

monitoring  -------------------------------------------------------------- zhang yu,zhang  huo jun,lu jian ping 96  

PB-025 原发性及转移性脑肿瘤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的影像学改变 ----------------------- 邱书珺,李勇,潘绵顺等 97  

PB-026 脑转移瘤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的 MRI    影像学变化 ----------------------------- 邱书珺,李勇,潘绵顺等 98  

PB-027 18F-FDG PET-CT 功能生物参数对其引导鼻咽癌同步加速生物调强推量放疗预后的 

 意义 -------------------------------------------------------------------------------------------- 李金娇,朱苏雨,刘科等 98  

PB-028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for tumor staging and definition of tumor volumes on radiation 

treatment planning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 于会明,赵丹,齐丽平等 99  

PB-029  应用锥形束 CT（KV-CBCT）图像征象的改变对非小细胞肺癌同步放化疗治疗早期疗效的 

  预测 -------------------------------------------------------------------------------------------- 温强,岳金波,马长升等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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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030 CT 图像参数在肺腺癌新辅助治疗方案中评估疗效的应用 ---------------------------- 温强,岳金波,孟雪等 100  

PB-031 CT/MR-DWI 图像融合技术在非小细胞肺癌精确放疗中勾画靶区的研究 ------------------------- 高靖琰 100  

PB-032 治疗前 SuvmaxN/SuvmaxT 可以更好的预测进展期鼻咽癌放化疗生存 ------------------- 林勤,李夷民 101  

PB-033 基于 PET-CT 影像的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患者血液学毒性分析 ----------------------- 昌喻,杨志勇,赵迎超 101  

PB-034 18F-FDG PET/CT 分子影像代谢参数与肺腺癌放疗近期疗效的相关性研究邓红彬,段敬豪,马长升等 102  

PB-035 基于云存储的放疗数据安全管理系统设计 ----------------------------------------------------- 戈伟强,张立波 102  

PB-036 Gd-EOB-DTPA 增强 MR 在肝癌放疗中的应用研究 ----------------------------- 孙晓丽,严森祥,于今明等 103  

PB-037 影响组学特征提取工具的一致性检验 ----------------------------------------------- 甘家雨,王佳舟,钟浩宇等 103  

PB-038 肝癌 TACE 术后碘油分布对放射治疗的指导意义 ----------------------------------- 任晔,王宗烨,戴卓捷等 104  

PB-039 放疗中基于 MVCBCT 和 KVCT 的金属伪影去除技术研究 ------------------------ 倪昕晔,高留刚,孙鸿飞 104  

PB-040 治疗前 18F-FDG PET-CT 代谢参数对食管癌近期 疗效预测价值研究 ----------------- 李建成,孙伟杰 105  

PB-041 弥散加权成像在早期预测食管癌放化疗疗效的价值研究 ----------------------- 谢华英,陈海燕,黄仁华等 105  

PB-042 应用 Clarity 追踪腹腔器官运动的研究 -------------------------------------------------------------------- 纪天龙 106  

PB-043 18F-FDG PET/CT 的参数判断局部进展期宫颈癌放疗的预后价值 ----------------------- 王敦煌,张福泉 106  

PB-044  18F-ALF-NOTA-PRGD2 PET/CT 对非小细胞肺癌淋巴结转移诊断价值研究 ---- 周跃,高嵩,黄勇等 107  

PB-045 结合肺灌注影像参数的等效均匀剂量模型与放射性肺炎的 相关性研究 ------- 戴立言,顾恒乐,黄秋等 108  

PB-046 18F-FDG PET/CT 在判断恶性肿瘤出现腹腔内、腹股沟小淋巴结的转移诊断价值及对确定放疗靶 

 区范围的价值 -------------------------------------------------------------------------------- 张利娟,蔡宏懿,罗占林 108  

PB-047 不同临床扫描条件下 CBCT 图像剂量计算准确性的分析研究 -------------------- 巩汉顺,徐寿平,徐伟等 109  

PB-048 局部晚期宫颈癌 PET/CT SUV 最大值联合血清 CRP 与局部肿瘤最大消退率放疗剂量节点的 

 关系 --------------------------------------------------------------------------------------------------------------- 范子煊 110  

PB-049 彩超在头颈部肿瘤放疗后甲状腺功能检测中的应用价值 -------------------------------- 王鑫,胡琦,刘斌等 110  

PB-050 Eclipse 治疗计划系统影像配准方法配准效果的对比 -------------------------------------------------- 常晓斌 111  

PB-051 FDG、FLT PET/CT 显像在脑肿瘤鉴别的临床应用 ----------------- 乐雨银,Huangleijuan,Liudaojia 等 111  

PB-052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在早期预测宫颈癌放疗敏感性的价值 ------------------------------------------ 刘秀兰 112  

PB-053 NBCA-碘油混合物标记在精准放疗中应用的可行性研究 -------------------------- 王琳琳,丁行晨,孟雪等 112  

PB-054 多模态分子影像在肿瘤中的应用 --------------------------------------------------------------------------- 李德智 113  

PB-055 灌注 CT 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预测及不同药代动力学模型量化分析研究 ------------------- 施利明 113  

PB-056 宫颈癌放化疗过程中 MRI 骨髓脂肪定量成像与骨髓抑制的关系 ---------------- 穆允凤,魏丽春,石梅等 114  

PB-057 MRI Guidance for Precision Radiotherapy – The UCLA Experience --------------------- Cao Minsong 114  

 

多中心临床研究 

 

PC-001 进展期胃癌 D2 术后调强放疗联合同期化疗的临床研究 ---------------------------------------------- 吴书庆 115  

PC-002 38 例髓外浆细胞瘤临床分析 ---------------------------------------------------------- 郭守娟,王宪莉,崔军建等 115  

PC-003 治疗前血清淀粉样蛋白 A 是鼻咽癌患者的独立预后不良指标 ----------------- 唐情男,陈秋燕,唐林泉等 115  

PC-004 一项比较 TPF 与 PF 方案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的疗效及毒副反应 

 研究的中期分析 -------------------------------------------------------------------------------- 金厅,秦卫峰,姜锋等 116  

PC-005 射波刀治疗原发性肝癌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开放、单臂、多中心、Ⅱ期临床 

 研究（ASTRO 发言） ------------------------------------------------------------------ 宋勇春,刘晓洁,袁智勇等 117  

PC-006 ⅢA-N2 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根治术后三维适行放疗的前瞻性Ⅲ期随机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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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阶段性分析报告 -------------------------------------------------------------------- 惠周光,梁军,吕纪马等 117  

PC-007 应用同步推量调强放疗技术（SIB-IMRT）进行 GTV 剂量递增联合 EP 方案同步化疗治疗局限期 

 小细胞肺癌的 I/II 期临床研究 ---------------------------------------------------------------- 尤静,于会明,余荣等 118  

PC-008 超分割或大分割胸部放疗联合同步化疗治疗局限期小细胞肺癌的回顾性研究 ----- 胡晓,夏冰,包勇等 119  

PC-009 99Tcm-octreotide 生长抑素受体显像对局限期小细胞肺癌靶区勾画的意义 --------------------- 刘希光 119  

PC-010 山东省放疗患者疼痛管理现状调研 -------------------------------------------------------------- 谭炳煦,程玉峰 120  

PC-011 恩度联合同期化放疗治疗 3 期非小细胞肺癌单臂多中心疗效初步分析 --------------------------- 陆海军 120  

PC-012 18F-FDG-PET 在评价骨肉瘤患者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价中的作用 ---------------------------------- 赵静宜 121  

PC-013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不同放疗技术的急性毒副反应及剂量学研究 ----------- 王小虎,张秋宁,吕青芳等 121  

PC-014 血清 CD166：预测鼻咽癌放疗反应的生物标记物 ---------------- 林欢,陈泽昙,朱小东（通讯作者）等 122  

PC-015 A clinical results of recombinant human endostatin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and radi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 phase 2 

  multi-institutional trial. --------------------------------------------------------------------------------- 李媛媛,金风 123  

PC-016 循环内皮细胞在局部晚期鼻咽癌放化疗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中的前瞻性对照 

 研究 ----------------------------------------------------------------------------------------- 龚修云,罗梦亚男,金风等 123  

PC-017 初次治疗前血清碱性磷酸酶，血浆 EB 病毒游离 DNA 水平以及挽救放疗对异时单发骨转移鼻咽癌患者

的预后分析 ----------------------------------------------------------------------------------- 何莎莎,王岩,陈海洋等 124  

PC-018 局部晚期鼻咽癌诱导化疗后缩小调强放疗靶区的 疗效评价：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 

 试验 -------------------------------------------------------------------------------------------- 杨红茹,杨蜜,荣金凤等 125  

PC-019 优化局部晚期、中低位直肠癌术前放、化疗模式的前瞻性 II/III 期研究的初步结果 

 报告 -------------------------------------------------------------------------------------------------- 金晶,唐源,李帅等 125  

PC-020 局部进展期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术前放化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京津冀 PAPER 多中心随机研究 

 的初期结果 -------------------------------------------------------------------------------- 李永恒,李小凡,张扬子等 126  

PC-021 Etoposide and Cisplatin vs Paclitaxel and Carboplatin With Concurrent Thoracic Radiotherapy in 

Unresectable Stage III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Phase III  

 Trial --------------------------------------------------------------------------- Liang Jun,Bi Nan,Wang Luhua etc. 127  

PC-022 重组人血管内皮生长抑制素（恩度）持续静脉泵注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Ⅲ期不可切除非小细胞肺 

 癌（NSCLC）：多中心 I/II 期临床试验初步分析结果 ---------------------------- 惠周光,马红莲,翟医蕊等 128  

 

放疗中的护理经验 

 

PD-001 集束化护理在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放疗患者中的应用 -------------------------- 刘欣敏,倪凤明,吴杰等 129  

PD-002 癌症患者家庭照顾者的死亡态度调查研究 ------------------------------------------------------------------ 张健 129  

PD-003 同期放化疗患者中心静脉通路的专业化团队主动管理模式初探 --------------------------------------- 张婷 130  

PD-004 浅谈精准摆位与精确放射治疗的关系 --------------------------------------------------------------------- 赵成宗 130  

PD-005 系统化健康教育在肿瘤放疗患者中的应用观察 --------------------------------------------------------- 何凤英 130  

PD-006 护理干预对于降低鼻咽癌患者放射性口腔粘膜炎发生率影响 ------------------------------------------ 孔欣 131  

PD-007 鼻咽癌放疗皮肤的护理体会 --------------------------------------------------------------------------------- 王文娟 131  

PD-008 喉癌气管套管患者放疗皮肤损伤的临床研究 ----------------------------------------------------- 鲁华,江静云 132  

PD-009 喉癌气管套管患者放疗皮肤损伤的临床研究 -------------------------------------------- 鲁华,江静云,姜萍等 132  

PD-010 延续护理在中晚期食管癌放化疗病人中的应用 ----------------------------------- 热孜弯,胡江娟 ,叶佳 等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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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038 射波刀治疗原发性肝癌肺转移瘤 10 例病例临床分析 ------------------------------------ 李欢,孙静,王卉等 442  

PJ-039 肝细胞癌患者接受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临床疗效观察 --------------------------- 张弢,孙静  ,何卫平 等 443  

PJ-040 射波刀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梗阻性黄疸 11 例疗效观察 ------------------------------- 范毓泽,孙静,李欢等 443  

 

临床放射生物学研究 

 

PK-001 局部血管紧张素 II 介导乏氧鼻咽癌细胞辐射抵抗的功能及机制研究 -------------- 谢国柱,刘颖,林颉等 444  

PK-002 洛铂对喉癌细胞系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及其初步机制的实验研究 -------------------------- 丁思娟,唐朝晖 444  

PK-003 EGFR 抑制剂 HS-10182 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放疗敏感性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 

 研究 -------------------------------------------------------------------------------------------- 王优优,陈扬,刘宁波等 444  

PK-004 5Gy×5 次低分割放疗模式对直肠癌免疫微环境影响的研究 ------------------------------------------- 舒佩 445  

PK-005 慢病毒介导的沉默泛素连接酶 RNF2 的表达对食管癌细胞照射后细胞周期、凋亡、迁移的 

  影响 -------------------------------------------------------------------------------------------- 刘志坤,王璇,张魏丽等 446  

PK-006 碳离子束和 X 射线对头颈部鳞癌患者和健康人离体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影响对比 I 

 研究 --------------------------------------------------------------------------------------- 高力英, 冉俊涛,郭浩男等 446  

PK-007 MiR-221 在调节胃癌放射敏感性中的作用 ----------------------------- 李桂超,Yun Deng,Yongxin Wu 等 447  

PK-008 局晚宫颈鳞状细胞癌放疗后复发、淋巴结转移与血清 VEGF-C、D 水平变化多因素 

 分析 ---------------------------------------------------------------------------------- 杨杰,张泽高,普拉提.努尔别克 447  

PK-009 蛋白激酶 CK2 抑制剂通过作用于内皮细胞影响肺癌放射敏感性及其机制研究 ---- 李倩雯,孟睿,伍钢 448  

PK-010 常山酮抑制放疗导致肺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的机制研究 ----------------------------- 陈扬,刘维帅,王鹏等 448  

PK-011 PAK1 is required to induc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promoted radioresistance in 

microenvironmental hypoxia in colorectal cancer ------------------------------------------- 王中秋,袁智勇 449  

PK-012 FTO 基因过表达与宫颈鳞癌细胞放化疗敏感性关系的研究 ----------------------- 周舜,王艳阳,张翠影等 449  

PK-013 抑制非小细胞肺癌 PD-L1 表达减轻放疗所致免疫逃逸的研究 ---------------- 宫晓梅,周彩存,谢惠康等 450  

PK-014 Musashi1 基因表达对人结肠癌 HCT116 细胞放射增敏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 ------ 丁博月,韩春,高超 451  

PK-015 电离辐射对大鼠海马区神经发生及 TrkA 和 TrkB 表达的影响 -------------------------------- 吴昊昊,丁昕 451  

PK-016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受体通过 PI3K/Akt/mTOR 介导的自噬促进乏氧条件下的细胞生存刘琦,乐紫妤 452  

PK-017 miR-146a 调控 TLR4 信号通路在肝星状细胞诱导的放射性性肝损伤中的作用及其分子 

 机制 ----------------------------------------------------------------------------------------- 沈筱芸,陈宇翰,董银英等 452  

PK-018 MiRNA 128-a、Bmi-1 参与胶质瘤细胞放射抵抗的初步研究 --------------------- 叶兰,姜玉华,王翠红等 453  

PK-019 米诺环素通过促进自噬及激活 AMPKα通路来抑制受照 HT22 海马神经元细胞的 

 凋亡 -------------------------------------------------------------------------------------------- 黄萍,张力元,杨红英等 453  

PK-020 `Egr-1 及 TGF-β对放射性肺纤维化相关研究进展 ---------------------------------- 代佩灵,常莉 ,李文辉 454  

PK-021 miRNA-200a 通过抑制 HGF/c-met 通路的激活提高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的放射敏 

 感性 -------------------------------------------------------------------------------------------- 杜孟华,王守立,陆雪官 454  

PK-022 不同调强放疗技术在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中的生物学效应 

 评估：SMLC，DMLC，VMAT，Tomo --------------------------------------------- 张富利,王雅棣,许卫东等 455  

PK-023 端粒酶抑制剂 BIBR1532 增加非小细胞肺癌放疗敏感性的体内体外研究 ----- 丁小凤,钱东,程菁菁等 456  

PK-024 原发小细胞肺癌中 EGFR 突变的异质性及临床预后关系 ------------------------- 唐华容,胡晓,杨世峰等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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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25 靶向去泛素化酶 USP28 对激素抵抗前列腺癌放射增敏作用及其机制 

 研究 -------------------------------------------------------------------------------------------- 王小方,俞晓立,郭小毛 457  

PK-026 宫颈癌辐射抵抗相关 miRNAs 的筛选及初步功能研究 -------------------------------- 胡静,张莹,魏丽春等 457  

PK-027 探讨辐射诱发的 RBM3 在鼻咽癌放疗抵抗中的作用 ---------------------------------------------- 马瑞,石梅 458  

PK-028 基因沉默 Gab2 表达对结直肠癌 Lovo 细胞放疗敏感性的影响 --------------------- 冯继红,张红,陈敏等 458  

PK-029 细胞周期蛋白 CDK20 正向调控 Keap1-Nrf2 氧化应激通路促进肺癌细胞放疗 

 抵抗 -------------------------------------------------------------------------------------------- 徐双兵,张盛,杨坤禹等 459  

PK-030 外源性 BDNF 在放射性脑损伤中的干预作用 ----------------------------------------------------- 张奇贤,田野 459  

PK-031 经方麦门冬汤预防放射性肺损伤及其对血浆 TGF-B1 的影响的临床研究 ------ 刘珺,吴晨雯,郑智 等 460  

PK-032 BDNF 通过介导 NFATc4/3 的信号通路来改善电离辐射所致的海马神经发生和认知功能 

 障碍 ----------------------------------------------------------------------------------------- 徐美玲,张军军,范秋虹等 460  

PK-033 阿托伐他汀通过延长照射诱导的氧自由基的存在时间增强对 PC-3 前列腺癌细胞的 

 杀伤效应。 ----------------------------------------------------------------------------------- 虞浩,孙少倩,顾晓斌等 461  

PK-034 Phosphorothioate modified 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s against human 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sensitizes cancer cell to radiotherapy.--------- CAO FEI,JU XIAOPING,CHEN DI etc. 461  

PK-035 2-脱氧-D-葡萄糖联合顺铂对人鼻咽癌 CNE1 细胞的影响 ---------------------------------- 王若雨,朱国方 462  

PK-036 IL-1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在鼻咽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 屈艳丽,于洪,赵玉霞等 463  

PK-037 V5 is the most Predictor of radiation pneumonitis after hypofractionated  radiotherapy for early 

NSCLC -------------------------------------------------------------------- zhao chunbo,liu guohui,lin quan etc. 463  

PK-038 PAI-1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肺癌放射性肺损伤的相关性研究 --------------------- 刘博,唐洋,易旻晓等 464  

PK-039 非小细胞肺癌放疗中加速再增殖 FLT 显像与 Ki67 表达空间一致性研究 ------ 张晓丽,李澄明,孟雪等 464  

PK-040 叶酸修饰的羟基喜树碱胶束联合放疗对宫颈癌的协同抑制作用研究 -------------- 游红,傅少志,吴敬波 465  

PK-041 氯碘羟喹联合锌离子放射增敏的相关机制 ------------------------------------------------------------------ 鲁珊 466  

PK-042 关于“组学放疗”与“全息靶区”的初步构想 ----------------------------------------------- 王卫东,郞锦义 466  

PK-043 长非编码 RNA（IncRNA）与乳腺癌多药耐药患者放疗敏感性的相关性分析 ------------------- 钟晓鸣 467  

PK-044 肝癌放射抗拒细胞株的建立及其抗拒机制的初步研究 -------------------------------- 詹泽涛,丁轶,陈龙华 467  

PK-045 Establishment of a radioresistant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ancer cell line and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radioresistance mechanism----------------------------------------- Zhan Zetao,Ding Yi,Chen LongHua 468  

PK-046 鼻咽癌患者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损伤与基因多态性的关联性研究 -------------- 乐紫妤,牛小爽,孔琳等 469  

PK-047 全脑照射对大鼠树突棘和记忆力的影响 ----------------------------------------------------- 丁昕,吴昊昊,田野 469  

PK-048 神经营养因子受体 P75NTR 介导放射性认知功能障碍相关的突触和记忆力损伤 

 的发生 ----------------------------------------------------------------------------------------------- 丁昕,吴昊昊,田野 470  

PK-049 大鼠脑部照射后焦虑情绪与海马神经发生的矛盾关系 ----------------------------- 范兴文,王洪兵,吴开良 470  

PK-050 Vitamin D improves the sensitization of lung cancer to  

 radiotherapy --------------------------------------------------------- Wang Zongye,Song Shujun,Ren Ye etc. 471  

PK-051 一氧化氮对 X 线照射肺癌细胞凋亡和 DNA 双链断裂的双向性影响 ------------ 苏晓明,王宗烨,任晔等 471  

PK-052 Targeting platelet/endo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 1 enhances cisplatin sensitivity of ionizing 

irradiated huma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 wang ruoyu,zhao ming 472  

PK-053 X 线照射剂量率对 A549 肺癌细胞周期的影响 --------------------------------------- 王宗烨,任晔,左晓勇等 473  

PK-054 不同剂量率 X 线照射对肺癌细胞迁移的影响 -------------------------------------- 王宗烨,宋淑军,司少艳等 473  

PK-055 骨寡转移瘤低分割照射疗效初步分析 --------------------------------------------------------------------- 陆海军 473  

PK-056 不同剂量 X 射线照射对小鼠免疫系统的影响 -------------------------------------- 王宗烨,宋淑军,司少艳等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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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57 胶原蛋白肽对 X 线照射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 王宗烨,宋淑军,司少艳等 474  

PK-058 X 线照射剂量率对肺癌细胞克隆形成能力的影响 ------------------------------------ 宋淑军,任晔,王宗烨等 474  

PK-059 RPA3 通过介导放射抗拒影响鼻咽癌预后的相关研究 --------------------------------- 曲辰,周树,刘松然等 475  

PK-060 乳腺癌中 SCUBE2 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 孔祥泉,马礼钦 475  

PK-061 ALX1 诱导 EMT 促进肺癌侵袭和迁移的机制以及β-榄香烯的 ------------------------------ 邹丽娟,姚伟 476  

PK-062 鼻咽癌乏氧研究模型的应用研究 ----------------------------------------------------------- 张天,董隽,王成涛等 476  

PK-063 抑制非同源末端连接修复增加鼻咽癌细胞株放射敏感性的实验研究 -------------- 董隽,张天,王成涛等 477  

PK-064 MicroRNA-218 靶向抑制 BRCC3 基因增强结肠癌放疗敏感性的研究 ------ 邱鸣寒,吴志强,程菁菁等 477  

PK-065 主动呼吸控制技术在右侧乳腺癌放射治疗中的应用 ----------------------------------- 朱丽晶,闫婧,刘娟等 478  

PK-066 大剂量 X 线照射及 CpG ODN 对肺腺癌 PD-L1 表达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 陈学,罗幼君,乔田奎 479  

PK-067 附子联合 X 线照射对小鼠肺癌抗肿瘤作用和机制的研究 ----------------------------- 张琪,罗幼君,乔田奎 479  

PK-068 乳腺癌 MCF-7 细胞 CD44+CD24-表达与放化疗抵抗及转移潜能相关性研究 --- 周伟,翁克贵,孙卯等 480  

PK-069 Notch 信号通路对非小细胞肺癌干细胞辐射抗性的调控作用及机制 ------------ 姜新,曲雅勤,马利新等 480  

PK-070 The Rehabilitation Influence of Human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BMSCs) 

on Radioactive Artery Injury ---------------------------------- Jiang Xin,Qu Yaqin,Xia  Chengcheng etc. 481  

PK-071 Stattic 通过抑制 Stat3 和 HIF-1α途径增加食管癌裸鼠移   植瘤的放射敏感性 ------------------ 张曲 482  

PK-072 MGMT 和 Survivin 在不同放化疗敏感性的食管鳞癌细胞株的表达比较 ------------------- 程旭,赵于飞 482  

PK-073 LASP1 在鼻咽癌转移及放疗敏感性中的功能与机制研究 ------------------------------- 江宁,宋丹,宗丹等 483  

PK-074 核糖核酸对γ线照射肠道粘膜免疫屏障的保护性作用 ----------------------------- 苏晓明,王宗烨,任晔等 483  

PK-075 PKCα通过磷酸化 p21 调节鼻咽癌分化程度影响放射敏感性 ----------------------- 张静,申良方,王颖等 484  

PK-076 Evaluation of exosomal miRNAs from plasma as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NSCLC ------------------------------------------------------------------ Jin Xiance ,Xie Congying,Huafang Su 484  

PK-077 Exosomal proteomics analysis reveal new targets for radiation-induced lung toxicity  

 diagnosis --------------------------------------------------------------------------------- Jin Xiance ,Xie Congying 485  

PK-078 PDTC 阻断炎症通路减轻大鼠放射性心脏损伤的机制研究 ----------------------- 刘丽娜,武亚晶,王军等 486  

PK-079 Glycyrrhetinic Acid Alleviates Radiation-induced Lung Injury in  

 Mice ---------------------------------------------------------- Chen Jinmei,Weijian Zhang,Lurong Zhang etc. 486  

PK-080 碘 125 粒子持续性低剂量照射引起 HCT116 细胞类凋亡的分子机制研究 ------- 胡乐林,王浩,王俊杰 487  

PK-081 碘 125 粒子照射损伤线粒体诱导保护性线粒体自噬的分子机制研究 -------------- 胡乐林,王浩,王俊杰 487  

PK-082 槲皮素通过抑制 HIF-1α表达增加前列腺癌细胞株 LNCaP 的放疗敏感性 ---------- 李龙,罗波,胡德胜 488  

PK-083 乏氧诱导因子-1（HIF-1）调控放射抗拒的上游通路探索 ---------------------------- 朱宇熹,王昱,江山等 488  

PK-084 甘草次酸通过抑制 NADPH 氧化酶/ROS/P38MAPK 信号通路抑制放射性皮炎 ---- 苏丽,王锃,黄菲等 489  

PK-085 miRNA-31 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机制及其与辐射敏感性的关系 ------------------ 朱玥荃,熊凯,王俊杰等 489  

PK-086 CD90 基因表达在食管癌放射生物学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 王远东,张姝,孙新臣 490  

PK-087 Foretinib 对食管鳞癌细胞 ECA-109 和 TE-13 的放疗敏感性的研究------------ 陈光宗,曾晓宁,孙新臣 491  

PK-088 Oligomeric Proanthocyanidins prevent lung cancer metastasis through the blockade of  

 MMP activity ----------------------------------------------------- Dai Wangshu,Zeng Xiaoning,Sun Xinchen 491  

PK-089 Radiation exacerbates TAMs infiltration and promotes metastasis in lung cancer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MMP-9 --------------------------------------------Dai Wangshu ,Zeng Xiaoning,Sun Xinchen 492  

PK-090 Exosomes derived from irradiated esophageal carcinoma-infiltrating T cells promote metastasis by 

inducing th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esophageal cancer cells Min Hua,Sun Xinchen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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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91 Long noncoding RNA POU6F2-AS2 is associated with o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Liu 

Jing,Sun Xinchen -------------------------------------------------------------------------------------------------- 493  

PK-092 miR-1183 靶向 PTEN 降低人结直肠癌细胞辐射敏感性 --------------------------- 涂文志,徐冰,应后昱等 494  

PK-093 X 射线对肺腺癌 A549 细胞生物学效应研究 ------------------------------------------ 张秋宁,陈新年,王涛等 494  

PK-094 X-射线照射对乳腺癌细胞 MDA-MB-231 生物学特性的影响及蛋白组学 

 研究 -------------------------------------------------------------------------------------------- 王小虎,张秋宁,杨震等 495  

PK-095 PARP-1 抑制剂 3-AB 对三阴乳腺癌细胞 MDA-MB-231 增殖和凋亡的 

 影响 -------------------------------------------------------------------------------------------- 莫柒艳,朱小东,赵伟等 495  

PK-096 CKMT1 对鼻咽癌细胞放化疗敏感性的作用研究 ------------------------------------ 蓝瑞隆,陈瑞庆,黄菲等 496  

PK-097 TIGAR 在线粒体损伤后质量控制及降解中的必要性 ---------------------------------- 冯婧,赵明,吴敬波等 497  

PK-098 JNK 信号通路抑制后鼻咽癌细胞对阿霉素的放疗敏感性研究 -------------------------- 刘勇,赵明,冯婧等 497  

PK-099 放射及高温缺氧诱导的肿瘤细胞蛋白组学的变化 ----------------------------------- 程敏章,傅冷西,王锃等 498  

PK-100 辅助放疗化疗的新型制剂 ----------------------------------------------------------------- 陈纬,徐伟锋,曾宪良等 498  

PK-101 碱性成纤维母细胞生长因子多肽促进骨髓干细胞的效应与机制 ----------------- 陈纬,林万尊,汪明妃等 499  

PK-102 放射诱导的新型瘤苗对小鼠肺转移癌的抑制效应 ----------------------------------- 徐伟锋,陈俊英,黄菲等 500  

PK-103 调控 POLG 基因对鼻咽癌放疗敏感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 陈瑞庆,蓝瑞隆, 林经安等 500  

PK-104 抗放射性肺纤维化的新型制剂 ----------------------------------------------------------- 洪金省,杨善民,张美等 501  

PK-105 BCCIP 在塞来昔布提高肠癌细胞放射敏感性中的作用 ------------------------------- 徐晓婷,周菊英,涂彧 502  

PK-106 抗放射性肺炎的新型制剂 ----------------------------------------------------------------- 洪金省,杨善民,张美等 502  

PK-107 放疗与 Erb-(IL10)2 协同抗肿瘤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 张政,秦颂兵 503  

PK-108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在放射性脑损伤大鼠模型中抗-VEGF 作用的初探马辰莺,徐晓婷,涂彧等503  

PK-109 塞来昔布对人脑微血管内皮细胞放射后凋亡及释 6-酮-前列腺素 F1α、血栓素 B2 影响孙佳星,徐晓婷504  

PK-110 二甲双胍调控 PECAM-1 介导 MRPs 下调逆转辐射耐受鼻咽癌细胞系 CNE-1/R 顺铂 

 耐药 ----------------------------------------------------------------------------------------------------- 王若雨,孙英明 505  

PK-111 不同剂量大分割模式 X 线照射腹部对大鼠肾放射生物学效应的影响 --------- 安永恒 ,王鑫,陆海军等 505  

PK-112 奥沙利铂联合不同分割方式照射对大鼠肾上腺生物学效应的影响 ------------ 安永恒 ,宗蕊,韩芳芳等 506  

PK-113 节律基因 hPer1 抑制低剂量辐射肺腺癌细胞增殖和迁移 ----------------------------- 常莉,杜小双,柏晗等 506  

PK-114 低温等离子体联合 X 射线照射对人肝癌裸鼠肿瘤模型的生物学效应 -------------- 陈辰,王利利,涂彧等 507  

PK-115 Torin2 通过抑制 mTOR 信号通路和 ATM 磷酸化增强乳腺癌细胞放射敏感性---------------------- 罗佳 507  

PK-116 Dynamic changes of c-Fos NF-κB genes and Ca Fe Cu Zn Mg elements in the injured brain of rats 

by ionizing radiation ------------------------------------------------------------- Chao Xu,Lili Wang,Yu Tu etc. 508  

PK-117 兔肝脏 VX2 肿瘤模型构建方法对比 ------------------------------------------------------------- 王新春,贾晓晶 509  

PK-118 TGF-β1/Smad3 对辐射所致鼻咽癌细胞凋亡及细胞周期分布的的影响 ---- 李铭仪,陈冬平,冯晓敏等 509  

PK-119 急性期放射性心肌损伤病理学表现及损伤机制研究 ----------------------------------- 武亚晶,王军,王升等 510  

PK-120 人喉鳞癌细胞株及其放射抗拒株差异蛋白在不同放射敏感性细胞中的 

 表达 -------------------------------------------------------------------------------------------- 胡柳,胡德胜,徐红斌等 510  

PK-121 基于模式动物斑马鱼的 个体肿瘤放疗敏感性测试平台的建立 -------------------- 孙春堂,谭燕,王培 等 511  

PK-122 The miR-196b Regulates the Response of Ionizing Radiation by  

 Modulating HR23B Levels i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Cells(ASTRO Poster) -------------------------------- Cao YuanJie,Shen Yan Nan,Kim Shang Hoon etc. 511  

PK-123 Antitumor activity of MPEG-PCL nanoparticle encapsulated doxorubicin on a pulmonary metastasis 

model of melanoma ----------------------------------------------------- Sun chuntang,Tan Yan,Zhou Le etc. 512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目录 

31 

 

PK-124 SLC19A2 介导鼻咽癌 SCLCCs 放射抵抗的机制 ------------------------------------ 杨辰苏,秦铀,马佳等 513  

PK-125 重组人神经调节蛋白（rhNRG-1β）对放化疗心肌损伤保护作用的 

 研究 -------------------------------------------------------------------------------------------- 谷安鑫,张艳,冯丽娜等 513  

PK-126 X 射线心脏局部照射致心肌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 -------------------------------------------- 张洪明,李险峰* 514  

PK-127 A549 肺腺癌裸鼠移植瘤放射治疗模型的建立及联合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治疗的疗效 

 观察 -------------------------------------------------------------------------------------------- 杨燕光,杨百霞,刘春等 515  

PK-128 Th1/2 杂合细胞在放射性肺损伤中的作用研究 ------------------------------------------------ 田小丽,谢丛华 515  

PK-129 中晚期鼻咽癌组织中 ERCC1 和 BRCA1 的表达与铂类化疗疗效及联合放疗后其 

 预后的关系 ----------------------------------------------------------------------------------------------- 徐杉,吴敬波 516  

PK-130 Expression of FGFR1 and EZH2 are prognostic factors  in breast  

 cancer -------------------------------------------------------------- Jiang  Rui,Ni Shujuan,Qing Guangqi etc. 516  

PK-131 低分割剂量放射治疗在非霍奇金淋巴瘤中的应用：从放射生物学角度的依据和 

 分析 -------------------------------------------------------------------------------------------- 夏凡,潘自强,陈星星等 517  

PK-132 β-catenin 基因表达上调对鼻咽癌细胞放射感性的影响 --------------------------- 苏颖,何火聪,林可焴等 518  

PK-133 针对EGFR的双组分靶向性腺病毒载体介导野生型 p53和内皮抑素双基因联合放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的实验研究 ----------------------------------------------------------------------------------- 武宁,程光惠,韩东梅等 518  

PK-134 免疫共沉淀联合质谱分析筛选鼻咽癌细胞中 Annexin A2 相互作用蛋白的 

 研究 -------------------------------------------------------------------------------------------- 何火聪,苏颖,邹长棪等 519  

PK-135 AKR1C3 的过表达会促进放射抵抗因子 PGF2α的生成并通过激活 MAPK 抑制 PPARγ通路导致 

 前列腺癌的放射抵抗 ----------------------------------------------------------------------- 孙少倩,顾晓斌,高献书 519  

PK-136 共载紫杉醇与顺铂的温度敏感性水凝胶对宫颈癌的抗肿瘤和放疗增敏作用 -- 徐杉,余妍忻,杨玲麟等 520  

PK-137 凋亡显像 PET-CT 早期评价颅内肿瘤放疗疗效的研究 ----------------------------- 潘隆盛,孙璐,王伟君等 520  

PK-138 CS-TPGS-b-(PCL-ran-PGA)纳米粒递送 HIF-1α siRNA 联合顺铂对鼻咽癌裸鼠移植瘤影响 

 研究 --------------------------------------------------------------------------------------------------------------- 李先明 521  

PK-139 MicroRNA 及其靶基因在预测直肠癌放化疗疗效中的作用 --------------------- 彭啟亮,林宇鑫,袁徐烨等 522  

PK-140 内质网应激对人头颈部鳞癌细胞放射敏感性的调控 -------------------------------------- 孙超南,乔俏,李光 522  

PK-141 EGFR 突变型肺腺癌在 TKI 耐药后出现的脑转移的特点及预后分析 -------------- 王煜雯,张天,王静等 523  

PK-142 NRP1-MLL5-HOXA 通路在 NSCLC 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 邵立虹,张玉宇,董卓等 523  

PK-143 Radiosensitizing effects of miR-18a-5p on lung cancer stem-like cells via downregulating both ATM 

and HIF-1α ----------------------------------------------------------------------- Sun jianguo,Chen Xu,Li Dezhi 524  

PK-144 PTPN12 基因下调对胸部肿瘤不同细胞系放射敏感性的影响 ----------------------------- 苏景伟,祝淑钗 525  

PK-145 食管鳞癌组织标本中 STC2、MMP-9 及 PCNA 蛋白表达的临床意义与临床分期李娟,祝淑钗,宋恒等 525  

PK-146 MicroRNA-132 mediated down-regulation of ATM impairs DNA Damage Response and sensitizes 

tumor to Radiation ------------------------------------------------------------ Chao QU,yaqin qu,xin jiang etc. 526  

PK-147 循环肿瘤细胞计数与胰腺癌分期的关系 ----------------------------------------------- 任刚,夏廷毅,王颖杰等 526  

PK-148 应用放射生物学模型筛选不同分期鼻咽癌最优剂量分割方案 --------------------------------------- 陆佳扬 527  

PK-149 靶向泛素连接酶 STUB1 对人宫颈癌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 杨慧,周福祥,周云峰 527  

PK-150 大蒜素联合 X 线照射对食管癌细胞 DNA 损伤及修复的影响 ---------------------------------------- 马红兵 528  

PK-151 The research of mechanism of sensatization of Gemcitabine in the radiotherapy of the pancreatic 

cancer --------------------------------------------------------------- Ma Hongbing, Di Zheng-Li , Hongtao etc. 528  

PK-152 MGMT 和 ERCC1 在脑胶质瘤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唐静,折虹 529  

PK-153 肝细胞癌骨转移血清 microRNA 预测模型的建立 -------------------------------- 向作林,曾昭冲,赵小梅等 530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目录 

32 

 

PK-154 Caution：radiation-induced liver disease is related to G-CSF administration 

  time ----------------------------------------------- Wu Zhi-Feng,Zeng Zhao-Chong ,Shen Xiao-Yun  etc. 530  

PK-155 放射线对非小细胞肺癌 TRAIL 获得性耐药细胞 H460-R 增敏的实验研究 ---- 张诗民,杨春旭,谢丛华 531  

PK-156 选择性极极光激酶 A 抑制剂 MLN8237 有效抑制宫颈鳞状细胞癌细胞增殖并增强顺铂、多西他赛的化

疗以及放射治疗的敏感性 ----------------------------------------------------------------- 马玉花,杨杰,王若峥等 532  

PK-157 氯碘羟喹联合锌离子对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的放射增敏作用及其机制探讨 --------------- 柯元,於海军 532  

PK-158 miR-429 通过靶基因 ZEB-1 和 CRKL 抑制鼻咽癌细胞的 迁徙和侵袭能力 ------------------ 王方正 533  

PK-159 (PI3K/AKT)-HIF-1α途径可以通过调节糖酵解状态改变宫颈癌细胞 C33A 的放射敏 

 感性 -------------------------------------------------------------------------------------------- 赵红,谢丛华,周福祥等 533  

PK-160 干扰 HMBOX1 基因表达对宫颈癌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 --------------------- 周树良,周福祥,谢丛华等 534  

PK-161 干扰去泛素化酶 OTUB1 基因对宫颈癌 Hela 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的 

 探讨 ----------------------------------------------------------------------------------------- 肖又德,周福祥,谢丛华等 534  

PK-162 人宫颈癌放射抗拒细胞株 C33A-R 的生物学特性及放射抗拒的可能因素 

 研究 ----------------------------------------------------------------------------------------- 庄亚飞,周福祥,周云峰等 535  

PK-163 X 射线致人内皮细胞 EA.Hy926 损伤与 线粒体 DNA 拷贝数变化的 

 关系 ----------------------------------------------------------------------------------------- 刘印印,周福祥,周云峰等 535  

PK-164 低剂量照射大鼠引起放射性心脏损伤的相关机制研究 -------------------------- 欧阳伟炜,卢冰,苏胜发等 536  

PK-165 人肝 HL7702 肝癌 Huh7 细胞株对低剂量 X 射线辐射敏感性的研究 ----------------- 王丽,柏晗,常莉等 536  

PK-166 不同剂量分割模式下外放射生物效应及治疗获益的研究 -------------------------------- 黄霞,邱大,魏曼等 537  

PK-167 DNA 依赖蛋白激酶肿瘤相关生物学研究进展 ---------------------------------------------------- 候宇,李文辉 537  

PK-168 靶区剂量冷点对肿瘤控制概率影响的研究 -------------------------------------------------- 黄霞,邱大,魏曼等 538  

PK-169 基于生物效应模型的外照射治疗计划评估方法研究 ----------------------------------------- 黄霞,魏曼,孙岚 539  

PK-170 汉防己甲素对人肺腺癌细胞的放射增敏作用及其机制的实验研究 ------------------------------------ 丁巍 539  

PK-171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HOXD10 on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cholangiocarcinoma cell lines yang 

haixia,liang jun,chang hao etc. --------------------------------------------------------------------------------- 540  

PK-172 鼻咽癌患者外周血类循环肿瘤干细胞的检测及临床意义 ----------------------- 贺俊彦,杜开新,董亚萍等 540  

PK-173 CK2 抑制剂 CX-4945 逆转胃癌耐药细胞放射抗性的作用机制 ------------------ 耿炜,许文侠,周建伟等 541  

PK-174 RNA 干扰抑制 Bmi-1 基因表达对人食管癌细胞系 Eca109 放射敏感性及自我更新的 

 影响 -------------------------------------------------------------------------------------------- 汪建林,于静萍,王坚等 541  

PK-175 抑制 HIF-1α通过下调 HXKⅡ表达诱导非霍奇金淋巴瘤细胞凋亡 ----------------------------- 乔俏,李光 542  

PK-176 姜黄素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增加放疗诱导非霍奇金淋巴瘤细胞凋亡 -------------------------- 乔俏,李光 543  

PK-177 食管腔局部应用氨磷汀对 DDP 所致食管粘膜损伤的保护作用 ------------------ 范才,刘德庆,李亚星等 543  

PK-178 宫颈癌术后 IMRT 和 VMAT 放疗技术的剂量学研究 -------------------------------- 邓海军,赵艳群,罗文娟 544  

PK-179 颅脑放疗对认知功能损害的研究进展 ----------------------------------------------- 郭思言,周方正,张东升等 544  

PK-180 Macrophag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adiation-induced pneumopathy in rats by directly 

accumulating MMP-9 --------------------------------------------- Sun Yaling,Chen Min,Zhang Yaowei etc. 545  

PK-181 PIDD 调节放射性脑损伤中小胶质细胞激活作用的研究 --------------------------- 高喜璨,童凡,魏春花等 545  

PK-182 MicroRNA-330-3p 调节非小细胞肺癌大分割放射敏感性及其机制的研究 ----- 童凡,熊春锦,高喜璨等 546  

PK-183 小肠放射耐受剂量的研究进展 -------------------------------------------------------------- 王树斌,袁飞,武云等 546  

PK-184 选择性极光激酶 A 抑制剂 MLN8237 有效抑制宫颈鳞状细胞癌细胞增殖并增强顺铂和多西他赛化疗敏

感性 --------------------------------------------------------------------------------------------- 马玉花,杨杰,王若峥*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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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85 选择性极光激酶 A 抑制剂 MLN8237 联合顺铂、多西他赛对宫颈鳞状细胞癌的放疗增敏体外研究马玉

花,杨杰,王若峥* ----------------------------------------------------------------------------------------------------- 548  

 

临床放射物理学研究 

 

PL-001 利用 RapidPlan 容积调强模型半自动优化固定野调强计划 ----------------------- 张艺宝,蒋璠,岳海振等 549  

PL-002 The study of dosimetry and clinical quality comparison between IMRT and VMAT in irradiation for 

peripheral lung cancer and central lung cancer ----------------------------------------------------------- 任娟 549  

PL-003 光学表面成像技术在肿瘤放疗中的初步应用研究 ----------------------------------- 杨露,钟仁明,李光俊等 550  

PL-004 国产医用直线加速器在乳腺癌保乳术后 dIMRT 与 3D-CRT 放疗的剂量学 

 比较 -------------------------------------------------------------------------------------------- 李全义,戴相昆,方春峰 550  

PL-005 Tomodose 在检测螺旋断层放射治疗加速器射线束 profile 方面的应用研究 -------- 肖斌,岳麒,张莉等 551  

PL-006 Tomotherapy 机器参数调整对射线质及 Profile 的影响 ---------------------------------- 肖斌,岳麒,张莉等 551  

PL-007 直肠癌放疗中基于 DVH 预测模型下的不同放疗技术的研究 ------------------ 陆赛全,彭佳元,王佳舟等 552  

PL-008 整合 DVH 预测与 Auto-planning 技术在直肠癌 VMAT 计划设计的研究 ---- 李凯旋,陈晓慧,汪隽琦等 553  

PL-009 EPID 在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技术验收测试中的应用 ------------------------- 马阳光,裴运通,麦日珍等 553  

PL-010 高剂量率模式光子线应用于右侧乳腺癌大分割放疗的剂量学评估 --------------------------------- 吴丽丽 554  

PL-011 环形施源器重建偏差对宫颈癌患者剂量影响分析 ----------------------------------------------- 王先良,王培 554  

PL-012 驻留点权重标准差与施源器位置不确定性对宫颈癌患者剂量影响分析 -------------------- 王先良,王培 555  

PL-013 非小细胞肺癌 SBRT 治疗过程中的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 ------------------------ 刘晓超,韩良辅, 耿会生 555  

PL-014 Siemens 直线加速器 EPID 等中心精度分析 ------------------------------------------------------------ 刘晓超 556  

PL-015 儿童 X 射线摄影所致受检者辐射剂量研究 -------------------------------------------- 刘倩倩,陈廷锋,刘勇等 556  

PL-016 模拟摆位对鼻咽癌调强放疗首次摆位影响的研究 --------------------------------------------------------- 游雁 557  

PL-017 CBCT 引导在食管癌调强放疗的临床应用 ----------------------------------------------- 陈军,王鹤潼,徐丹等 557  

PL-018 电子射野影像系统采集患者透射剂量的临床应用 ----------------------------------- 张坤,吴湘阳,常晓斌等 558  

PL-019 自动、逆向三维适形计划与调强计划的剂量学比较 ----------------------------- 廖雄飞,李厨容,李宁山等 559  

PL-020 基于经验建立的预测模型在宫颈癌调强放疗中应用的评估 ----------------------- 陈晓慧,汪隽琪,胡伟刚 559  

PL-021 治疗计划系统中均匀和非均匀治疗床模型的构建比较 -------------------------- 张若辉,白文文,李润霄等 560  

PL-022 CT 引导下局部晚期宫颈癌组织间插植近距离治疗与传统腔内近距离治疗的剂量学 

 比较 -------------------------------------------------------------------------------------------- 王铁君,刘忠山,郭杰等 560  

PL-023 2010 例调强放疗患者计划剂量验证结果分析 ---------------------------------------- 杨瑞杰,张喜乐,刘路等 561  

PL-024 Dosimetric characterization of GMS BT-125-1 125I Radioactive Seed with Monte Carlo simulations 

and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 杨瑞杰,赵楠 561  

PL-025 Dosimetric and radiobiological comparison of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high-dose-rate 

brachytherapy and low-dose-rate permanent seeds implant for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杨瑞杰,赵

楠,廖安燕等---------------------------------------------------------------------------------------------------------- 562  

PL-026 束流调强放射治疗技术发展的现状浅析 ----------------------------------------------- 段云龙,孟万斌,祁英等 562  

PL-027 全脑调强放疗和三维适型放疗的计量学研究 ----------------------------------------- 王鹤潼,陈军,郭雪飞等 563  

PL-028 调强放疗不同剂量验证技术差异性分析 ------------------------------------------------------------------ 郭跃信 563  

PL-029 鼻咽癌 IMRT 和 VMAT 计划对 MU 和 MLC 误差的剂量学敏感度对比 

 研究 -------------------------------------------------------------------------------------- 程燕铭,胡彩容 ,阴晓娟 等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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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30 左乳癌改良根治术后胸壁放疗三种技术的剂量学比较研究 -------------------------------- 潘香,张芬,杨毅 564  

PL-031 宫颈癌组织 IER5 和 Ku70 表达与放疗敏感性及临床特点相关性研究 ---------- 刘洋,吴玉梅,周平坤等 565  

PL-032 4DCT 与 MRI 图像形变配准确定原发性肝癌放疗靶区的应用研究 -------------------------- 马长升,尹勇 565  

PL-033 瓦里安医用直线加速器机载影像系统（OBI）维修及保养 ------------------------- 林治学,王忠文 ,王克 566  

PL-034 TomoTherapy 行预防性全脑照射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海马组织？ ---------------- 白曈,朱健,谷家冰等 566  

PL-035 TomoTherapy 兆伏级 CT 不同成像参数对配准及剂量计算精度的影响 ----------- 朱健,白曈,谷家冰等 567  

PL-036 儿童全脑全脊髓调强放疗技术的应用研究 -------------------------------------------------- 李涛,李霞,王强等 567  

PL-037 3D 凝胶剂量计在 IMRT 及碳离子放射治疗中的应用初探 ---- 盛尹祥子,Kambiz Shahnazi,王巍伟等 568  

PL-038 碳素纤维床对 VMAT 技术治疗盆腔肿瘤剂量分布的影响 -------------------------------------------- 沙翔燕 569  

PL-039 鼻咽癌三阶段自适应放疗的剂量学研究 ----------------------------------------------- 陆合明,刘绪,蒋海兰等 569  

PL-040 静脉增强造影剂对胰腺癌肿瘤放射治疗计划设计中剂量计算的影响：Tomotherapy 与 VMAT 的对比研

究 ----------------------------------------------------------------------------------------------- 朱峰,吴伟章,常冬姝等 570  

PL-041 在线病人计划验证分析软件的开发 -------------------------------------------------------- 赵俊,胡伟刚,形影等 570  

PL-042 避让区域（Avoidance Sectors）在消化道肿瘤旋转调强治疗中的应用 ----------------------------- 王丹 571  

PL-043 前列腺癌局部照射时 VMAT 和 IMRT 的计划探讨 --------------------------------------------------------- 王丹 571  

PL-044 鼻咽癌调强放疗中机架角度验证方式对计划通过率的影响 ----------------------- 孙彦泽,周钢,钱建军等 572  

PL-045 保乳术后 IMRT 计划与 VMAT 计划的比较 -------------------------------------------------------- 唐丰文,李毅 572  

PL-046 Capability of leaf interdigitation with different inverse planning strategies in Monaco: an investigation 

of representative tumour sites ------------------------ Duan Jinghao,Xiangjuan Meng,Tonghai Liu etc. 573  

PL-047 左侧乳腺癌不同方法调强计划的剂量学比较 ------------------------------------------------------------ 肖江洪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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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72 胶质母细胞瘤术后 IMRT 和 VMAT 的剂量学比较 ----------------------------------- 李壮玲,李先明,高艳等 641  

PL-173 使用 DoseLab 检测 CT 模拟机 CT 值和 CT 值线性的应用 -------------------------- 时飞跃,任军,秦伟等 641  

PL-174 左乳癌根治术后胸壁电子线照射与 X 线 IMRT 计划的剂量学研究 ----------------- 杨毅,张芬,杨思原等 642  

PL-175 热塑膜固定联合π形尺摆位在腹部肿瘤中的应用 ------------------------------------------------------ 李贤富 642  

PL-176 The Impact of Segment Parameters on Plan Quality, Delivery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in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Plans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 Li Xianfu,Ma Dai-Yuan, Luo Yu-Jun etc. 643  

PL-177 左乳腺癌根治术后胸壁单野电子线与混合射线 IMRT 计划的剂量学研究--------- 张芬,杨毅,杨思原等 643  

PL-178 Mapchcek2 在 AAPM TG142 报告中的临床应用-------------------------------------- 杨波,刘峡,庞廷田等 644  

PL-179 利用 EPID 评估 DMLC 到位精度及剂量学的准确性 ----------------------------------- 杨波,庞廷田,刘峡等 644  

PL-180 Siemens Artiste 加速器四种图像引导方式的辐射剂量学研究 ---------------------- 庞廷田,杨波,刘峡等 645  

PL-181 鼻咽癌调强放疗子野不同分割面积计划比较研究 ------------------------------ 许聪凤,甘家应*,罗元强等 645  

PL-182 基于等效均匀剂量的目标函数对鼻咽癌调强放疗颞叶的保护应用与研究 --- 许聪凤,甘家应*,卢冰等 646  

PL-183 甲状腺眼病放疗共面及非共面计划优化比较 ------------------------------------ 许聪凤,甘家应* ,胡银祥等 646  

PL-184 静脉使用小牛血去蛋白（奥德金）同步予硫糖铝（迪先）、康复新液、庆大霉素、地塞米松保留灌肠治

疗放射性肠炎的观察报告 ----------------------------------------------------------------------- 王璐,徐艳丽,王慧 647  

PL-185 基于 TomoHD 与 RapidArc 两种全中枢照射技术的剂量学研究 -------------- 解传滨,戴相昆,徐寿平等 647  

PL-186 G4 射波刀五年质控结果的回顾性分析与评价 ---------------------------------------- 韩玮,鞠忠建,李继伟等 648  

PL-187 两种不同摆位方式对胸部肿瘤放疗摆位误差比较研究 -------------------------- 林宝珠,鞠忠建,孙晓圆等 649  

PL-188 COMPASS 系统在直肠癌调强放疗三维剂量验证中的应用研究 ----------------- 段隆焱,蔡刚,沈文同等 649  

PL-189 Dosimetry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based on continuous VMAT, tangential VMAT and IMRT for 

left-sided breast cancer radiotherapy ----------------------------------------------------- 柏晗,侯宇,李文辉等 650  

PL-190 两种算法在宫颈癌术后调强放疗中的剂量学比较 ----------------------------------- 吴建亭,储开岳,赵永亮 650  

PL-191 Varian PO 与 PRO 剂量优化算法在宫颈癌容积旋转调强计划中的应用 -------------------------- 谭丽娜 651  

PL-192 一种简单有效的 IMRT 技术优化全脑全脊髓交界层剂量分布的方法------------ 梁军,何东杰,张琰君等 651  

PL-193 HipFix 体部固定板两侧的固定卡扣对肺癌病人放疗剂量的影响 ----------- 孙晓欢,谭丽娜 ,王兴安 等 652  

PL-194 自动计划模块用于鼻咽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划设计的效果评估 ----------- 张达光,蒋胜鹏,王清鑫等 652  

PL-195 不同放射野设计对前哨淋巴结少量阳性腋窝淋巴结剂量覆盖的分析 ----------- 蔡嵘,王舒蓓,单书灿等 653  

PL-196 楔形板配合 MLC 正向调强技术在乳腺癌根治术后放疗中的应用研究  --------- 王健,王跃珍, 王准等 654  

PL-197 CBCT 图像质量定量分析 -------------------------------------------------------------------- 齐新宇,杨鑫,林承光 654  

PL-198 原发性肝细胞癌伴门脉癌栓患者接受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疗效观察 --------------------------------- 薛慧 655  

PL-199 稳健性优化与稳健性评估在晚期 NPC IMRT 中的应用研究 ------------------- 黄晓延,孙颖,Zuofeng Li 655  

 

淋巴瘤放射治疗临床研究 

 

PM-001 早期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局部区域控制率的提高与生存率改善的关系：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与

系统综述 -------------------------------------------------------------------------------------- 杨勇,曹建忠,兰胜民等 657  

PM-002 经皮胃造瘘术在鼻腔 NK/T 淋巴瘤患者放疗期间的疗效观察及意义 --------------- 袁佳,黄立敏,杨洁等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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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003 原发肿瘤侵犯范围是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的重要预后因素 ------------------ 曹建忠,梁玉,刘宝等 658  

PM-004 含疗前血红蛋白的预后模型预测早期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预后 ------------ 曹建忠,李雪,原强等 658  

PM-005 以非蒽环类药物为主治疗的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预后模型的再证实 ------ 曹建忠,李雪,原强等 659  

PM-006 早期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化疗后完全缓解患者的预后及放疗价值 ------ 邓秀文,吴君心,吴涛等 659  

PM-007 以培门冬酶为基础的化疗联合 IMRT 同期放化疗在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中的临床 

 研究 ----------------------------------------------------------------------------------------- 黄韵红,黄韵红,胡云飞等 660  

PM-008 LOP 方案联合 IMRT 治疗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的临床观察 ------------ 胡云飞,黄韵红 ,吴涛等 661  

PM-009 Treatment Outcome for Patients with Stage II Extranodal Nasal-type NK/T-Cell Lymphoma: A 

Multicenter Study. ---------------------------------------------------- Rong Qinglin,Li Yexiong,Zhu Yuan etc. 661  

PM-010 调强放射治疗与三维适形放射治疗在早期结外 NK/T 细胞淋巴瘤中的疗效 

 对比 ----------------------------------------------------------------------------------------- 李贻阳,冯玲玲,王俏镟等 662  

PM-011 深吸气屏气技术（DIBH）对纵隔淋巴瘤累及部位放疗（ISRT）照射体积与危及器官剂量 

  影响 -------------------------------------------------------------------------------------------- 亓姝楠,刘志强,李晔雄 663  

PM-012 Time-dependent Evolution of Survival and Failure Risk in Early-stage Extranodal Nasal-type 

NK/T-cell Lymphoma Treated with Curative  

 Radiotherapy------------------------------------------------------- Liu Xin,Xu Li-Ming,Yuan   Zhi-Yong etc. 663  

PM-013 基于培门冬酶方案诱导化疗的 I-II 期结外 NK/T 细胞淋巴瘤放射治疗的疗效和预后 

 分析 ----------------------------------------------------------------------------------------- 李贻阳,冯玲玲,王俏镟等 664  

PM-014 早期结外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调强放射治疗结果分析 ------------------------------------------------- 吴涛 665  

PM-015 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生存相关预后因素分析 --------------------------------- 陈震章,卞秀华,张倩等 665  

PM-016 老年患者早期原发上呼吸消化道 NK/T 细胞淋巴瘤预后分析 --------------------- 陈波,李晔雄,王维虎等 665  

PM-017 放疗对多发性骨髓瘤骨痛疗效分析 -------------------------------------------------------- 刘凌,高献书,张敏等 666  

PM-018 原发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侵犯鼻咽与原发鼻咽 NK/T 细胞淋巴瘤临床特征及预后对比 

 分析 -------------------------------------------------------------------------------------------- 刘伟欣,金晶,王维虎等 666  

PM-019 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旋转容积调强与固定野调强放疗计划的剂量学 

 比较 -------------------------------------------------------------------------------------------- 汪华,康龚礼,钟晓鸣等 667  

 

乳腺肿瘤放疗临床研究 

 

PN-001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大分割模式放疗的近期临床观察 ----------------------------- 张慧娟,马林,曲宝林等 668  

PN-002 乳腺癌根治术后调强放疗：回顾性分析五年的放疗疗效和不良反应 -------------- 王琼,杰吾云,周洁等 668  

PN-003 乳腺癌术后患者生活质量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 --------------------------------------------------------- 刘晓倩 669  

PN-004 乳腺癌术后肩关节功能障碍的临床分析 --------------------------------------------------------------------- 胡艳 669  

PN-005 腋窝 1-3 枚淋巴结阳性的乳腺癌根治术后放疗的临床研究 ------------------------------------------ 许德权 670  

PN-006 Ki-67 表达程度对乳腺癌术后放疗价值的影响 ---------------------------------------- 尚宇光,张钧,李振生等 670  

PN-007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乳腺癌患者保乳术后放疗心脏损伤的应用价值 --------- 汪艾曼,邢丽菲, 刘颖等 671  

PN-008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大分割放疗同期瘤床加量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研究 ----------------------------------------------------------------------------------------- 罗菊锐,周支瑞,陈星星等 671  

PN-009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俯卧位放疗在小体积乳腺的应用探索 -------------------------- 赵毅,李文辉,侯宇等 672  

PN-010 PMRT 在 1~3 枚腋窝淋巴结转移的 T1~T2 期≥65 岁乳腺癌中的作用 ----------- 曹璐,陈佳艺,许赪等 672  

PN-011 术后放疗对 T1-2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 1-3 个腋窝淋巴结阳性患者的影响 ------- 许庆勇,尹航,张玉等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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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012 Establishment of risk scoring system for predicting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in T1-T2 nod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mastectomy:Implications for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 Lin Xiaoyi,He Jun-yan,Peng Qing-qin etc. 673  

PN-013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病理缓解程度与术后辅助放疗疗效的相关性研究 ------------------------------ 郭欢 674  

PN-014 临床 T1-3N1M0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和改良根治术后腋窝淋巴结病理阴性患者的术后 

 放疗价值 -------------------------------------------------------------------------------------- 荣庆林,王淑莲,唐玉等 674  

PN-015 偶联 RGD 的金纳米棒探针增加三阴性乳腺癌放射敏感性的体内研究 --------- 赵宁,李冰馨,史泽良等 675  

PN-016 预防性应用美菲可预防乳腺癌术后胸壁照射皮肤损伤的临床观察 ----------------- 谭波,王雯,卜珊珊等 676  

PN-017 1-3 个腋窝淋巴结转移乳腺癌根治术后放疗及预后相关因素 ---------------------------------------- 王晓杰 676  

PN-018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腋窝达病理完全缓解后原发灶是否病理缓解对预后的影响 

 因素 ----------------------------------------------------------------------------------------- 周支瑞,罗菊锐,陈星星等 677  

PN-019 乳腺癌脑转移全脑放疗后的神经系统进展及预后分析 ----------------------------------- 欧丹,曹璐,蔡钢等 678  

PN-020 Expression of Thrombospondins-1 in the breast carcinoma and the correlation to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 Zheng Xiongwei,Liao Xue-hong,Lin Xian-dong etc. 678  

PN-021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trastuzumab in stage II~III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surgery and radiotherapy ---------------------------------- Xu Fei,Chen JiaYi 679  

PN-022 探讨放疗延迟对乳腺癌不同分子亚型患者预后的影响 -------------------------------------- 师镘茹,鄂明艳 680  

PN-023 中西医结合治疗乳腺癌难愈性溃疡 1 例 ------------------------------------------------------------------ 柳丽华 680  

PN-024 A Nomogram for Predicting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Brain 

 Metastasis ------------------------------------------------------------- Huang Zhou,Sun Bing,Wu Shikai  etc. 681  

PN-025 乳腺癌放疗前后血清 YKL-40 浓度与临床特征关系的研究 -------------------- 罗宏涛,魏世鸿,车团结等 681  

PN-026 Long term results of highly performing conformal electron therapy technique for chest wall irradiation 

after mastectomy -------------------------------- Xu Haoping,Adedjouma Noemie,Fourquet  Alain etc. 682  

PN-027 Concurrent use of radiosurgery and T-DM1 for brain metastases in HER-2 posi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 Xu Haoping,Geraud Arthur,Beuzeboc Philippe etc. 683  

PN-028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concurrent use of radiotherapy for bone metastases and trastuzumab 

emtansine (T-DM1) in patients with HER2-posi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 Xu Haoping,Geraud Arthur,Beuzeboc Philippe etc. 683  

PN-029 Salvage radiotherapy strategy of postmastectomy local regional  

 recurrence --------------------------------------------------------- Meng Xiangying,Sun Huiru,Wu Shikai etc. 684  

PN-030 乳腺癌脑转移瘤瘤周水肿影响因素分析 ----------------------------------------------- 赵儒钢,孟祥颖,申戈等 685  

PN-031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单导管球囊近距离加速部分乳腺放疗单组率的 Meta 

 分析 -------------------------------------------------------------------------------------------- 张秋宁,田金徽,何娟等 685  

PN-032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大分割放疗与常规放疗对照研究的系统评价 -- 张秋宁,王小虎,田金徽等 686  

PN-033 Issues of the Radiotheray for Clinical Stage T1-2N1M0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 Tang Mengqiu,Wu Shikai,Sun Bing etc. 687  

PN-034 鲜芦荟汁联合比亚芬预防乳腺癌患者皮肤反应疗效的临床观察 -------------------------------- 刘锐,蒙渡 687  

PN-035 乳腺癌术后辅助治疗时机选择的综述 ------------------------------------------------------------------------ 常莉 688  

PN-036 临床 IIIA/IIIB 期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和改良根治术后放疗的价值 ------------ 荣庆林,王淑莲,唐玉等 688  

PN-037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获益与预后因素 -------------------------------------------- 陈偲晔,王淑莲,唐玉等 689  

PN-038 云南农村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大分割放疗成本效益分析 -------------------- 丁祥,艾毅钦,李文辉等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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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039 -a case  

 series --------------------------------------------------------------------------------------------------------- LI YunFen 690  

PN-040 放疗是乳腺癌单纯骨转移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 ------------------------------------ 王倩 ,孟祥颖,孙慧茹等 690  

PN-041 乳腺导管原位癌的放射治疗研究进展 -------------------------------------------------- 陈正庭,常 莉,熊 伟等 691  

PN-042 全脑放疗联合替莫唑胺治疗乳腺癌脑转移癌疗效观察 --------------------------------------------------- 张明 691  

PN-043 Hydrosorb® versus placebo (water based spray) in the management of radio-induced 

 skin toxicity: results of an open-label, phase III randomized  

 trial--------------------------------------------------- Louis Bazire,Isabelle Fromantin,Alhassane Diallo etc. 692  

PN-044 Implantable drug delivery systems should be inserted  outside radiation therapy  

 fields --------------------------------------------------------------- Kim Cao, Krassen Kirov, Irene Kriegel etc. 692  

PN-045 Combination of radiotherapy and double blockade HER2 with pertuzumab and trastuzumab in HER2 

positive metastatic or locally recurrent unresectable breast cancer: assessment of  

 toxicity. -------------------------------------------------------------------------- Z Ajgal,De Percin S,Loirat D etc. 693  

PN-046 术后放疗对高 KI67 乳腺癌生存影响分析  -------------------------------------------- 李振生,张钧,韩慧娜等 694  

PN-047 医疗保险类别与乳腺癌患者放疗期间焦虑抑郁的关系分析 -------------------- 李振生,耿文慧,尹俊普等 694  

PN-048 78 例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 T3N0M0 患者临床特点分析 --------------------------------- 李帅,唐玉,房辉等 695  

PN-049 术后辅助曲妥珠单抗（赫赛汀）降低 HER2 阳性、改良根治术后未放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局部区域复

发率 ----------------------------------------------------------------------------------------------- 景灏,王淑莲,唐玉等 696  

PN-050 保乳术对 T1-2N1 乳腺癌在疗效上不优于改良根治术 ------------------------------ 孙广毅,王淑莲,唐玉等 696  

PN-051 保乳术留置银夹与否对放疗瘤床靶区大小的影响 --------------------------------------------------------- 刘娟 697  

PN-052 乳腺导管内原位癌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 刘伟欣,王淑莲,唐玉等 697  

PN-053 T1-2N1 乳腺癌患者保乳术后放疗后预后分析 ---------------------------------------- 唐玉,王淑莲,李晔雄等 698  

PN-054 放射治疗前后血清 YKL-40 变化对乳腺癌患者预后判断的价值 --------------- 罗宏涛,车团结,王小虎等 698  

 

神经系统肿瘤放疗临床研究 

 

PO-001 Comparison of long-term survival of temozolomide-based chemoradiotherapy and radiotherapy 

alone for patients with low-grade gliomas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 ----------------------------------------------------------------------------------- 盖秀娟,魏玉梅,陶恒敏等 700  

PO-002 术后 IMRT 同期推量放化疗治疗高级别胶质瘤的临床疗效观察--------------------- 徐华,张学成,姜鹏等 700  

PO-003 肿瘤标记物阳性的鞍区生殖细胞肿瘤的非手术治疗 ----------------------------- 蔡林波,赖名耀,王立超等 701  

PO-004 34 例最大径≥4cm NSCLC 脑转移瘤的疗效报道及预后因素分析 --------------------------------- 蔡林波 701  

PO-005 贝伐珠单抗治疗脑转移瘤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后放射性脑坏死的临床 ------------------------ 蔡林波 702  

PO-006 毛细胞黏液样星形细胞瘤 11 例报告 ----------------------------------------------------------------------- 蔡林波 702  

PO-007 局部调强联合全脑适形放疗治疗脑寡转移瘤 1 例 -------------------------------- 刘春雷,白志军,何池泉等 703  

PO-008 替莫唑胺同期放化疗方案对 MGMT 基因甲基化 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的 

 预后分析 ----------------------------------------------------------------------------------------- 苏宁,李朝辉,臧健等 703  

PO-009 髓母细胞瘤术后放化疗的疗效观察 -------------------------------------------------- 何东杰,周苏娜,张琰君等 704  

PO-010 脑膜瘤介入灌注化疗术导致脑梗塞一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 叶序卷,贾钰铭,雷开键等 704  

PO-011 低剂量贝伐单抗治疗放射性脑坏死的临床疗效 -------------------------------------------------- 潘绵顺,李勇 705  

PO-012 伽玛刀及射波刀放射外科治疗三叉神经痛的疗效对比分析 ------------------ 潘绵顺, 李勇 ,叶春林 等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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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78 放化疗后长期生存 LA-NSCLC 患者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 冉俊涛,毕楠,王静波等 801  

PR-079 益气活血养阴解毒方对放射性肺损伤的治疗作用 ------------------------------------------------------ 潘纯国 801  

PR-080 肺癌患者放疗致放射性肺炎的影响因素分析 --------------------------------------------------------------- 章阳 802  

PR-081 从中医方剂学的君臣佐使原则谈放射性肺炎 ----------------------------------------- 叶文静,贾钰铭,李婷等 802  

PR-082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肺癌诱导化疗不同周期数对放疗疗效影响的临床分析 ----- 陶华,钱普东,王丽君等 802  

PR-083 肺癌放射治疗后 CT 影像变化特点分析 ------------------------------------------------------------------- 常冬姝 803  

PR-084 CT 引导下插植放疗联合区域阳性淋巴结调强放疗治疗局部晚期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的初步 

 研究结果 ----------------------------------------------------------------------------------- 吴敬波,林盛 ,张建文 等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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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 ----------------------------------------------------------------------------------------- 李青松,卢冰,欧阳伟炜等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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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食管及纵膈肿瘤放疗临床研究 

 

PS-001 CD147 及相关因子在食管癌中的表达及意义研究 ------------------------------------------- 于静萍,李栋庆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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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15 恩度联合放疗同步替吉奥在老年食管癌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 王武龙,刘斌,胡琦等 823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目录 

49 

 

PS-016 四维与三维 CT 模拟定位在确定食管癌原发肿瘤靶区位移和体积的比较 

 研究 ----------------------------------------------------------------------------------------- 赖国静,李建成,潘才住等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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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 朱晗婷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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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 王大权,庞青松,章文成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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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50 每周 5 天口服替吉奥联合调强放疗治疗不能手术的食管鳞癌的临床观察 --- 赵振华,Huan,Huang 等 897  

PS-151 回顾分析食管癌的放射治疗价值 --------------------------------------------------------------------------- 邓家营 897  

PS-152 调强放疗后程缩野加量同步化疗治疗食管鳞癌临床 II 期研究 ----------------- 王洪兵,范兴文,茅静芳等 898  

PS-153 Neoadjuvant nimotuzumab plus chemoradiotherapy compared to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and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esophagus -------------------------------------------- Chen Yongshun,Wu Xiaoyuan,Hao Daxuan etc. 899  

PS-154 With or without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for clinical responder to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 in 

stage II-III squamous cancer of the  

 esophagus ----------------------------------------------------- Chen Yongshun,Wang Jun,Cheng Xinyu etc. 900  

PS-155 pT2-3N0M0 期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失败模式与辅助治疗的价值 ------------- 祝淑钗,李腾,沈文斌等 900  

PS-156 胸腺瘤的治疗研究进展 ----------------------------------------------------------------------- 王晓丹,许猜,冯勤付 901  

PS-157 调强适形放疗联合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非手术食管癌患者的临床研究 -------------- 李昉,吕家华,李涛等 901  

PS-158 老年食管癌三维适形放疗致急性放射性肺炎的临床危险因素分析   ------------------------------ 马晓洁 902  

PS-159 胃癌术后辅助放化疗对预后的影响 ----------------------------------------------------- 付强,于世英,胡国清等 902  

PS-160 食管癌三维适形调强治疗后的长期生存及预后因素系统分析 ----------------- 李曙光,李红云,祝淑钗等 903  

PS-161 根治性放疗与放化综合治疗食管癌长期生存的对比研究 ----------------------- 苏景伟,祝淑钗,李红云等 903  

PS-162 食管癌放疗后短期复发的预后分析 ----------------------------------------------------- 丁乃昕,周益琴,陆进成 904  

PS-163 血浆 miRNA-16 在食管鳞状细胞癌的诊断和放疗疗效预测中的作用 ----------------- 余奇,李萍,章青等 905  

PS-164 颈及上胸段食管癌同步加量调强放疗技术的优势 ----------------------------------- 谭程,吴建廷,杨燕光等 905  

PS-165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术前放疗中移动度的分析 ----------------------------------------------- 唐源,王鑫,金晶等 906  

PS-166 胸腺神经内分泌癌：18 例病例分析及文献回顾 ------------------------------------- 王洪兵,范兴文,杨瑜等 906  

PS-167 超声内镜下胸段食管癌边界钛夹标记对放疗大体肿瘤靶区勾画的影响 ----------- 关勇,庞青松,钱东等 907  

PS-168 食管癌根治性调强放疗 CTV 剂量梯度与疗效分析 ---------------------------------- 刘晓洁,曾静,石祥宇等 907  

PS-169 免疫组化构建的分子标签在预测食管鳞癌预后中的意义 -------------------------- 张军华,孟晋,邓家营等 908  

PS-170 中段食管癌部分弧/全弧 VMAT 和静态 IMRT 的剂量学策略评价 ------------- 丛小虎,曲宝林,徐寿平等 908  

PS-171 食管癌远处转移模式的研究——基于人群的研究 -------------------------------- 艾沓杉,朱晗婷,任文佳等 909  

PS-172 胸下段食管磷癌根治术后放疗范围 ----------------------------------------------------------------- 邓敏,宫友陵 909  

PS-173 食管癌术后气管食管沟淋巴结转移三维适形放疗同步化疗 的疗效观察 ---- 魏世鸿,刘锐锋,罗宏涛等 910  

PS-174 MRI 在食管癌精确放疗中的应用研究 ----------------------------------------------- 周洁晶,邵秋菊,张琰君等 911  

PS-175 回顾性分析局部治疗联合全身化疗在治疗食管癌肺转移患者中的应用 ----- 张军华,邓家营,朱晗婷等 911  

PS-176 AGGF1 在食管鳞癌组织的表达及其与放疗预后的关系 --------------------------- 陆艳荣,张瑾熔,吴旻等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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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77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GST-pi and P21 predicted the survival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ima patients treated with chemo-radiotherapy after  

 resection ------------------------------------------------------------- Zhang junhua,Deng jiaying,Meng jin etc. 912  

PS-178 照射范围及放疗技术对纵隔淋巴瘤剂量学的影响 -------------------------------------- 袁媛,庞金猛,吴峥等 913  

PS-179 胸段食管鳞癌术后腹腔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分析 -------------------- 刘琪,赵快乐,傅小龙等 913  

PS-180 食管鳞癌根治性放化疗后局部复发的再次放疗 -------------------------------------- 郑保珍,李杰,杜文静等 914  

PS-181 A phase II study of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with weekly paclitaxel and 5-fluorouracil in 

advanced oesophageal carcinoma ---------------------------------------- Xia Yi,Li Yun-hai,Chen Yun etc. 914  

PS-182 食管癌术后局部复发血清 SCC-Ag、CEA 和 CYFR21-1 的诊断价值及其与预后关系的生存分析倪新

初,聂斌,王坚等 ------------------------------------------------------------------------------------------------------ 915  

PS-183 EGFR、COX-2 与食管鳞状细胞癌放射敏感性的相关性研究 ----------------------------- 陈博,段萍,李涛 915  

PS-184 同步加量调强与三维适行放疗对食管癌近期疗效及对食管黏膜损伤的 

 对比研究 ----------------------------------------------------------------------------------------- 崔莹,蒋有华,吴翔等 916  

PS-185 P53、Ki-67、PCNA 的表达与食管鳞癌放疗近期疗效及预后的关系 ----------- 杜云翔,韦淑贞,张闯等 916  

PS-186  P53、Ki-67、PCNA 的表达与食管鳞癌放疗近期疗效及预后的关系 --------- 杜云翔,韦淑贞,张闯等 917  

PS-187 食管鳞癌组织中 HIF-1α、VEGF 和 EGFR 蛋白的表达与预后的关系 --------------------------- 冯阳阳 917  

PS-188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在食管癌放疗中的应用进展 -------------------------------------------- 李广虎,钱立庭 918  

PS-189 42 例胸腺瘤或胸腺增生伴重症肌无力同时合并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临床分析 ------- 李月敏,冯小兵 918  

PS-190 累及野放疗联合紫杉醇及卡铂周方案化疗治疗食管癌的临床观察 ----------- 宋玉芝,乔学英,甄婵军等 918  

PS-191 沙利度胺联合放化疗治疗食管癌随机对照研究 -------------------------------------- 王坚,于静萍,汪建林等 919  

PS-192 同期放化疗在 65 岁以上食管鳞癌中的应用及疗效分析 ---------------------------------------------- 胡莉钧 920  

PS-193 放疗联合泰欣生治疗老年食管癌的 II 期临床研究 -------------------------------------- 付志雪,杨旭,梁军等 920  

PS-194 胃镜下钛夹标记指导食管癌靶区勾画及食管动度的研究 -------------------- 柴广金, 赵丽娜, 侯冰心等 921  

PS-195 中下段食管癌调强治疗与三维适形治疗计划 剂量分布比较评估 ------------------- 黄顺平,谭崇富,邹岚 921  

PS-196 胸段食管鳞癌术前同步放化疗与术前化疗的疗效分析 -------------------------------- 门玉,惠周光,王绿化 922  

PS-197 食管癌同期加量调强放疗联合同步化疗预后及毒副反应分析 -------------------- 王军  ,王倩,王祎  等 923  

PS-198 食管鳞癌累及野与扩大野放射治疗的荟萃分析 ------------------------------------ 景绍武 ,王军 , 刘青等 923  

PS-199 Clinical outcomes of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for carcinoma of the thoracic esophagusXu 

Cai,Xi Mian ,Komaki Ritsuko  etc. ---------------------------------------------------------------------------- 924  

 

营养与免疫治疗临床研究 

 

PT-001 谷氨酰胺在局部晚期鼻咽癌诱导化疗中对肠道屏障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 周亚,吴伟莉,金风等 925  

PT-002 540 例胃肠道肿瘤患者放化疗期间营养状态观察与分析 ------------------------------ 孙文洁,李贵超,章真 925  

PT-003 侧链手性中心诱导的螺旋多肽调节剂诱导靶向 p53-MDM2/MDMX 蛋白抑制肿瘤干 

 细胞生长研究 ------------------------------------------------------------------------------------------------------ 梁伟 926  

PT-004 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在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 梁荣,周菊梅,朱苏雨等 926  

PT-005 系统性炎症反应和营养血源性标志物在食管鳞癌患者放化疗敏感性和预后方面的 

 预测价值 -------------------------------------------------------------------------------------------------- 朱杉,李宝生 927  

PT-006 放疗科住院患者营养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 冯月珍,徐雯,石旻敏等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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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007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low-dose splenic irradiation combined with chest three-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o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 Yu Hongsheng,Qu Yong,Shang Qingjun etc. 928  

PT-008 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临床营养支持的研究进展 -------------------------------------------- 葛树敏,方敏,朱蓉 929  

PT-009 老年住院肺癌患者生存质量的横断面研究 ----------------------------------------------- 杨超,孙志华,韩蓝等 929  

PT-010 四川南充地区初诊食管癌患者营养状况及生活质量调查分析 ----------------------------------- 温静,柳弥 930  

PT-011 老年消化道肿瘤住院患者营养风险筛查及护理对策 ------------------------------------------------------ 杨玲 930  

PT-012 Improved antitumor activity of immunotherapy with MEK inhibitors in KRAS-mutant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 Tao Zhen,You Jinqiang,Sun Yao etc. 930  

PT-013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mor-infiltrating and circulating 

lymphocytes to macrophage/monocyte ratio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ncer of 

pathological stage T3N0M0 ------------------------------------- Zhu Yingming,Li Minghuan,Bo Cong etc. 931  

PT-014 CD8/FOXP3 ratio and PD-L1 expression associated with survival in stage pT3N0M0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ncer  --------------------------------------- Zhu Yingming,Li Minghuan,Mu Dianbin etc. 932  

PT-015 二甲双胍联合 2-脱氧葡萄糖诱导人鼻咽癌细胞凋亡与 PECAM-1/AKT 信号通路相关性的 

 研究 -------------------------------------------------------------------------------------------------------- 王若雨,谢敏 932  

PT-016 基于炎症指标的鼻咽癌预后预测列线图： 对一项前瞻性研究数据的分析 ---- 李晓惠,常晖,徐冰清等 933  

PT-017 食管癌局部免疫状态与术后并发症及营养状态的相关性研究 ----------------------------- 余丽娌,邢力刚 933  

PT-018 维生素 D 对糖皮质免疫抑制小鼠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 ----------------------------- 王莹,王宗烨,宋淑军等 934  

PT-019 维生素 D 对免疫功能受损时外周血淋巴细胞分布的影响 -------------------------- 王莹,王宗烨,宋淑军等 934  

PT-020 小剂量放疗对 CTL 细胞的体内趋化作用研究 ------------------------------------------- 杜娟,苏舒,孟凡岩等 935  

PT-021 人自体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膜纳米载药系统联合低剂量放疗在肿瘤靶向治疗中的作用 

 评价 ----------------------------------------------------------------------------------------------------- 张恋茹,刘宝瑞 935  

PT-022 复发性肝癌“放疗联合个体化疫苗为基础的特异性细胞免疫综合治疗”新 

 模式 ----------------------------------------------------------------------------------------------- 沈洁,孔炜伟,刘宝瑞 936  

PT-023 放射治疗联合人参皂苷 Rg3 对小鼠 Lewis 肺癌 移植瘤治疗作用的研究  ------------- 贺云龙,鄂明艳 936  

PT-024 PD-L1 表达在肝细胞癌中的预后价值研究：meta 分析 ------------------------------------ 顾晓斌,高献书 937  

PT-025 维生素 D 对免疫抑制小鼠外周血淋巴细胞及白细胞数量的影响 ----------------- 王莹,王宗烨,宋淑军等 937  

PT-026 维生素 D 与 X 线照射免疫功能受损时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的关系 

 研究 -------------------------------------------------------------------------------------------- 王莹,王宗烨,宋淑军等 938  

PT-027 高剂量少分次放疗胰腺癌免疫功能影响 ----------------------------------------------- 任刚,夏廷毅,王颖杰等 938  

PT-028 小柴胡汤对过氧化氢诱导的人皮肤成纤维细胞氧化应激损伤的保护作用 -------- 张健,杨艳明,毛铁铸 939  

PT-029 营养干涉对头颈部肿瘤急性放射性粘膜反应的临床研究 -------------------------- 王剑锋,程光惠,张银等 939  

PT-030 基于微信及 ARIA 网络的门诊放化疗患者综合营养管理模式初探 ------------ 王海云,龙小丽,陈妙娟等 940  

PT-031 放射治疗增强非小细胞肺癌中抗 PD-L1 治疗疗效及异位效应研究 ------------------------- 王慧,谢丛华 940  

PT-032 调节 miR-29b 可能促进抗胃癌浸润转移治疗的特异性 -------------------------------------------------- 简朔 941  

PT-033 原发性肝癌放疗中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降低与脾脏受照射剂量的相关性及临床预后关系的研究赵倩倩,

刘同海,王仁本等 ---------------------------------------------------------------------------------------------------- 941  

PT-034 鼻咽癌患者的心理状态对放射毒性反应和疗效的影响 ----------------------- 洪金省,华洋静玲,陈金梅等 942  

PT-035 EGFR-TKI 与放疗对 NSCLC 细胞 PD-L1、MHCI 表达的影响 ------------------------------ 张大昕,杨甍 943  

PT-036 营养综合指数模型的构建及对鼻咽癌放射敏感性和急性毒性反应的影响 -- 洪金省,华洋静玲,苏丽等 943  

PT-037 终末期恶性肿瘤患者生存期的影响因素分析 -------------------------------------------------------- 刘波,武云 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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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038 基于代谢组学的鼻咽癌放疗口腔黏膜反应评估初步研究 ----------------------------- 姬磊,秦颂兵,周菊英 944  

PT-039 鼻饲对比经口营养支持治疗对食道癌放疗患者营养状况的作用：荟萃分析 ----- 邱恩毅,董事,李臻等 945  

PT-040 营养评估在老年食管癌患者放疗中的应用研究 -------------------------------------- 许妍,赵瑞莹,王攀姣等 945  

PT-041 口服营养补充对鼻咽癌同期放化疗患者的干预研究 ----------------------------- 丁慧萍,窦圣金,凌轶群等 946  

PT-042 炎性树突状细胞在肿瘤免疫 T 细胞反应中的作用 -------------------------------------- 张用,曾凡玉,魏来等 946  

PT-043 鼻咽癌患者外周血 MAGE-A1、MAGE-A3 特异性 CTL 免疫应答差异与临床相 

 关性 ----------------------------------------------------------------------------------------- 董丹宁,常雪梅,胡云辉等 947  

PT-044 新疆鼻咽癌外周血 EBV 潜伏膜蛋白 2 特异性 CTL 免疫表位筛选分析 -------- 刘凯,胡云辉,常雪梅等 947  

PT-045 The antitumor effects of oncolytic herpes simplex virus oHSV2-GM-CSF against colorectal cancer in 

vitro and vivo ------------------------------------------------------------------------- yin lei,xu zhongfa,sun yanlai 948  

PT-046 PD-1/PD-L1 表达水平与食管鳞癌的预后关系研究 ------------------------------------------------ 李琦,李涛 949  

PT-047 肝细胞癌患者外周血 NK 细胞频率、功能及受体表达的研究 ---------------------------------------- 张爱民 949  

PT-048 核糖体蛋白家族在肿瘤发生发展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 袁飞,王树斌,武云等 950  

PT-049 化疗期间的肠外营养对晚期结肠癌合并中度营养不良的影响 -------------------------------- 税莲,罗文娟 950  

PT-050 重视肺癌患者早期营养筛查 -------------------------------------------------------------------- 王菁,李杰,张福丽 950  

PT-051 营养状况与炎症指标对食管癌同期放化疗急性期毒副反应的影响 -------------------- 关嵩,王倩,王军等 951  

 

质子、重离子放疗临床研究 

 

PU-001 前列腺癌患者每日一野质子放疗急性不良反应更重？ ----------- 王宏梅,Ramesh Rengan,Jing Zeng 952  

PU-002 应用 3T 磁共振成像表观弥散系数（ADC）监测前列腺癌碳离子治疗后的动态 

 变化 ----------------------------------------------------------------------------------------------- 祁伟祥,章青,李萍等 952  

PU-003 光学剂量测量仪在点扫描粒子治疗系统中的应用 -------------------------------- 孙力宁,许纹健,胡伟刚等 953  

PU-004 利用粒子束激活正电子同位素分布于体内剂量验证 ----------------------------- 许纹健,黄起昌,张俊显等 953  

PU-005 粒子治疗空间分割照射的临床价值与挑战 -------------------------------------------- 曾宪文,樊台清,王月娇 954  

PU-006 QA of CT Calibration for Proton Therapy ----------------- Cao Hongbin,Wang Xiao, Xiao Zhiyan etc. 954  

PU-007 前列腺癌碳离子放疗中 IMPT 与 SBO 两种优化方法的剂量分布以及鲁棒性比较吴贤威,邢影,许纹健等955  

PU-008 重离子治疗前列腺癌分次间位移及其在 TPS 边界设置的意义 ------------------- 吴贤威,赵俊,许纹健等 956  

PU-009 质子治疗儿童常见颅内肿瘤疗效和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 李祎,田金徽,张秋宁等 956  

PU-010 碳离子辐射不同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辐射敏感性研究 --------------------------- 张秋宁,杨震 ,陈新年等 957  

PU-011 碳离子治疗 I 期非小细胞肺癌的 Meta 分析 ---------------------------------------- 张秋宁,田金徽,李倩茹等 957  

PU-012 碳离子治疗前列腺癌的 Meta 分析 --------------------------------------------------- 田金徽,张秋宁,李倩茹等 958  

PU-013 采用循环肿瘤细胞(CTC)和 PSA 动态评估碳离子治疗前列腺癌疗效的初步 

 体会 ----------------------------------------------------------------------------------------------- 李萍,章青,祁伟祥等 958  

PU-014 复发鼻咽癌碳离子放疗过程中的剂量变化分析 ----------------------------------- 张利嘉,林廉钧,胡集祎等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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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01 

局部晚期鼻咽癌新辅助化疗的近期疗效分析 

 
闵燕梅 贾霖 韩建军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621000 

 

目的  探讨 TP 方案新辅助化疗对局部晚期鼻咽癌的肿瘤退缩及正常组织的照射剂量。 

材料和方法  随机选取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2 月，我院初治远处转移的局部晚期鼻咽癌患 41

例，均以 TP 方案化疗 2 周期（多西他赛 70mg/m2,DDP 80mg/m2），化疗前及第二周期化疗后 2

周，分别同时行鼻咽部及颈部增强 CT 及增强 MRI，在计划系统上将 CT 及 MRI 图像融合后勾画

GVTnx（鼻咽原发灶），GTVln（颈部转移淋巴结），CVT1（鼻咽高危区），CVT2（鼻咽低危

区），CTVln（颈部淋巴引流区），同时勾画出脑干、脊髓、腮腺、颞叶等危及器官。要求剂量

IGRT（图像引导下的调强放疗）95%的剂量不低于:GTVnx72Gy/32F ,GTVln70 Gy/ 31F,CTV1 66 

Gy/ 32F, CTV2 54 Gy/ 28F,CTVln50.4Gy/28F。比较化疗前后原发灶及淋巴结体积变化和危及器官

剂量。 

结果 新辅助化疗后肿瘤体积明显缩小，肿瘤靶区剂量较化疗前无差异，但危及器官受照射剂量明

显降低，P 值均＜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新辅助化疗能有效缩小肿瘤体积，在保证 IGRT 各靶区有效剂量覆盖的前提下减少各危及器官

的剂量。 

 
 
PA-002 

放化疗对局部晚期鼻咽癌腮腺功能影响及中药干预的临床研究 

 
郭信伟 叶宏勋 

泰兴市人民医院 225300 

 

目的 探讨采用养阴益气、清热生津中药对局部晚期鼻咽癌同期放化疗时腮腺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初治的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共 60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 30 例，进行同步放化疗及中药保

护治疗；另外 30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同步放化疗；60 例患者分别在放疗前，放疗中（照射均剂量

为 30Gy）、放疗结束时及放疗后 6 月采用 99mTcO-4 腮腺动态 SPECT 显像测定腮腺的分泌指数

（EI），根据治疗计划系统（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 TPS）的 DVH 图计算腮腺体积，并将

各时间点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腮腺 El 值放疗前分别为 0.68±0.12，0.65±0.10，放疗中分别为 0.44±0.20，

0.28±0.11．放疗结束时分别为 0.35±0.10、0.24±0.14，随访 6 个月时分别为 0.52±0.15，

0.46±0．11，放疗中和放疗结束时两组 EI 值均比放疗前明显下降，随访时比放疗结束时均有上

升，EI 值在同一组内不同观测时间点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00)，但治疗组在放疗期间 EI 值的下

降程度较对照组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DVH 结果显示：腮腺放疗前体积分别为

9.13～40.25cm3(中位值 27.65cm3)、9.80～39.25cm3（中位值 26.58cm3），放疗中腮腺体积分

别为：7.80～31.25cm3（中位值 21.83cm3）、7.40～30.85cm3（中位值 19.12cm3）；放疗后腮

腺体积分别为 5.89～25.15cm3 (中位值 18.50cm3)、5.45～27.25 cm3（中位值 14.85cm3）；随

访时腮腺体积分别为 7.90～30.17cm3 (中位值 21.15cm3)、7.75～29.25cm3（中位值

18.53cm3），放疗中和放疗结束时两组腮腺体积中位值均比放疗前明显下降，随访时比放疗结束

时均有上升；腮腺体积中位值在同一组内不同观测时间点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均<0.05)，但在同一

观测时间点治疗组腮腺体积中位值较对照组稍高，虽然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结论 采用同期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腮腺体积随着放疗剂量的增加而逐渐缩小，分泌

功能日益降低；而在随访过程中腮腺体积及功能有一定程度恢复；而同期使用清热生津中药能够对

腮腺的功能起到一定保护作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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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03 

吡拉西坦治疗放射性脑病疗效观察 

 
高飞

1
 贾霖

1
 韩建军

1
 陈军

2
 

1.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2.绵阳市肿瘤医院 

 

目的  观察吡拉西坦对放射性脑病的治疗效果，制定合理的防治策略。 

方法  选取鼻咽癌放射治疗后放射性脑病患者 92 例，数字随机分为观察组(吡拉西坦联合糖皮质激

素、大剂量维生素、丹红注射液等常辅助规治疗方法)及对照组(糖皮质激素、大剂量维生素、丹红

注射液等常规辅助治疗方法)，观察两组患者的疗效。 

结果  观察组病灶体积较对照组明显缩小，躯体症状显效率为 40％，总有效率为 85％，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11％和 51％)，两组在认知功能障碍改善方面，观察组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O．05)。 

结论  吡拉西坦联合糖皮质激素等药物对放射性脑病治疗有较好疗效，安全可行，有一定的推广价

值。 

 
 
PA-004 

A clinical study of CBCT reduction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before IMRT 

 
钟良志 李光辉 戴红娅 周一兵 李含旭 李冬春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00037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RT using CBCT in NPC before the first treatment.  
METHODS  23 patients with NPC were retrospectively selected in this study. IMRT plan of all 
fields using the same center of localization was developed for each patient. Every patient was 
reset by CBCT before the first delivered and corrected set-up errors by CBCT before the 
subsequent two treatments, the errors of reset and set-up in first three tim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RT errors of all direction were 0.62.1mm, and less than 3-5mm for any direction 
were 89.9% and 98.6% respectively. The set-up errors about the second and third time of all 
direction were 0.42.0 mm, and less than 3mm and 5mm for any direction were 92.8% and 
99.3%  respectively. All errors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S For NPC, using CBCT to reset all IMRT treatment with the same center position 
of localization offers better images accuracy and make fusion more convenient, it is an effici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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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05 

局部晚期鼻咽癌保护海马的调强放射治疗计划对靶区及周围危及

器官剂量的影响 

 
顾文栋

1
 李齐林

1
 田野

2
 

1.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研究局部晚期鼻咽癌保护海马的调强放射治疗计划对靶区及周围危及器官剂量的影响。 

方法  对 11 例局部晚期鼻咽癌（T3、T4）做回顾性剂量分析研究。分别勾画海马、靶区及危及器

官。MONACO® v5.10 版本 TPS 设计 3 种治疗计划：常规 VMAT、保护海马 VMAT 和保护海马的

九个固定野 IMRT。评价 PTVnx 和 PTV 的 D98%、D50%、D2%、Dmean、CI、HI 值，以及海马

和危及器官的剂量。   

结果   三种计划 PTVnx 的 D2%分别为 7542cGy、7513cGy 和 7462cGy，F=4.793，p=0.016。

PTV 的 D98%分别为 5837cGy 、5812cGy 和 5914cGy，F=4.008，p=0.029； D2%分别为

7399cGy、7380cGy 和 7333cGy，F=3.401，p=0.047； HI 分别为 0.239、0.241 和 0.220，

F=4.744，p=0.016。脑干 V10 分别为 97.2%、88.1%和 90.3%，F=8.776，p=0.001；V20 为

74.2%、62.3%和 67.1%，F=3.86，p=0.032；V30 为 50.9%、35.8%和 45.5%，F=4.487，

p=0.02；V40 为 24.4%、14.4%和 23.3%，F=4.602，p=0.018。海马 Dmean 分别为 1518cGy、

899 cGy 和 896 cGy ，F=11.7，p＜0.001；D40%分别为 1379 cGy、642 cGy 和 639 cGy ，

F=19.6，p＜0.001；V10 分别为 54.1%、25.1%和 3.8%，F=23.9，p＜0.001；V20 分别为

26.2%、12.6%和 12.0%，F=9.766，p=0.001。   

结论   保护海马的 VMAT 和九个固定野 IMRT 可以显著降低海马的剂量，并不影响靶区及周围危及

器官的剂量分布。VMAT 优势可能更大，可以同时降低脑干的剂量。 

 
 
PA-006 

Long-term outcomes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treated 

with helical tomotherapy using simultaneous integrated 

boost technique: a retrospective study in a single 

center 

 
孟玲玲

1
 杜镭

1
 邸玉鹏

2
 冯林春

1
 曲宝林

1
 徐寿平

1
 谢传滨

1
 张欣欣

1
 马林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空军总医院 

 

目的  评估鼻咽癌患者螺旋断层放疗（Helical tomotherapy，HT）后的长期生存和治疗相关副反

应。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9 月至 2012 年 8 月期间初次诊断的并接受螺旋断层放疗的鼻咽癌患者，

大体肿瘤（pGTVnx）和可见肿大淋巴结（pGTVnd）给予 70-74Gy/33F，高危区给予 60-

62.7Gy/33F，低危区给予 52-56Gy/33F，放疗采用同步加量照射的方法。其中，31 例患者给予单

纯螺旋断层放疗（HT），129 例患者给予了以顺铂为基础的化疗加或不加抗 EGFR 单克隆抗体

（concomitant anti-EGFR Mab）靶向治疗，30 例患者给予了同步抗 EGFR 单克隆抗体靶向治

疗。晚期副反应评分参照 CTC 3.0（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 ，version 

3.0)评分标准，统计方法采用 SPSS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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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中位随访期为 69 个月（44-96 个月）。5 年局部无复发生存（ local relapse-free survival，

LRFS）、区域无复发生存（nodal relapse-free survival ，NRFS）、 无远处转移生存（distant 

metastasis free survival，DMFS）和总生存（ overall survival，OS）分别为 95.6%、97.2%、

90.0%和 85.8%。在末次随访时，有 39 例患者发生了治疗失败，主要失败模式是远处转移；多因

素分析发现年龄是 DMFS 和 OS 的相关因素；化疗和抗 EGFR 单克隆抗体未能提高生存；常见的

晚期副反应主要为 1-2 级。 

结论  鼻咽癌患者采用螺旋断层放疗同步加量技术可获得很好的长期生存结果，晚期副反应可接

受，年龄是无远处转移生存和总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化疗及靶向治疗在鼻咽癌治疗中的作用尚需

进一步研究。 

 
 
PA-007 

局部晚期鼻咽癌调强放疗靶区及危及器官剂量分析与临床结果相

关性研究 

 
覃蕾

1,2
 肖江洪

1
 陈念永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彭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分析局部晚期鼻咽癌靶区剂量分布和脑干脊髓、视交叉视神经、颞叶、中耳内耳及腮腺受

量，结合临床结果分析，为局部晚期鼻咽癌调强放疗提供重要放疗计划参数和依据。 

方法  1.收集我院 2010-1 至 2012-12 初治局部晚期鼻咽癌行调强放疗患者 250 例，分析其临床结

果 

2.随机抽样 60 例患者，分析靶区 D98、D95、D50、D2、CI、HI 等参数，及重要危及器官

Dmax、V55 、V30 等参数 

3. 对靶区剂量分布及危及器官受量与其临床结果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1.中位随访时间 50.0 月（6-74 月），5 年 OS、DFS、LRFS、RRFS 及 DMFS 分别为

88.8%、74.8%、94.2%、98.2%、83.9% 2.无脑干脊髓放射性损伤、失明，TLI、听力下降、口干

发生率分别是 4%、12.7%、28.8% 3.局部晚期鼻咽癌靶区剂量分布，最难满足的 PGTVnx,最易满

足的是 PCTV1，88.3%的患者 PGTVnx D95 未达处方剂量，差的中位值 126cGy（-60-

951cGy），而 PCTV1 D95 仅 3.3%不足  4.  除脊髓外，危及器官与 RTOG 0615 相比均不同程度

超量 

1） 脑干 Dmax 中位值 5919cGy，78.3%患者超量，脑干 PRV Dmax 中位值 6640cGy，90.0%的

患者超量，25.0%患者脑干 PRV D1 超量  2）交叉 Dmax 中位值 5674cGy, 73.3%患者超量,同侧和

对侧视神经 Dmax 中位值分别为 5250cGy、4851cGy,相应的分别有 55%和 43.3%患者 Dmax 超

量  3） 同侧和对侧颞叶分别有 100%和 98.3%患者 Dmax 超量 

4） 同侧和对侧中耳内耳分别有 85.0%和 45.0%患者 V55 超量 5） 45 % 患者腮腺 V30 超量 

5. T4 较 T3 对同侧颞叶、视神经视交叉、同侧中耳内耳超量有统计学差异；而处方剂量 74Gy 较

70Gy 对靶区剂量分布不足及同侧颞叶、视交叉及同侧视神经和对侧中耳内耳超量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1. 局部晚期鼻咽癌靶区剂量分布不足主要发生在处方剂量为 74Gy 的患者，靶区剂量不足可

能影响患者临床获益 

2. 重要危及器官超量主要发生在处方剂量为 74Gy 或 T4 的患者，危及器官超量未增加相应放射性

晚期毒性发生率 

3. 基于 RTOG 0615，放宽限量为脑干 Dmax≤60Gy, 脑干 PRV D1≤60Gy；视器 Dmax≤54Gy 是安

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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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08 

428 例鼻咽癌颈部淋巴结转移规律的研究—Ⅴ区后缘淋巴结转移

规律及预后 

 
蒋朝阳 张涛 高辉 张伶 

成都军区总医院 610083 

 

目的  回顾性的分析 428 例鼻咽癌患者颈部及Ⅴ区后缘淋巴结的转移规律及预后情况，为临床鼻咽

癌放射治疗的靶区勾画提供参考。 

方法  2013 年 2 月至 2016 年 4 月，共计 428 例患者在我院经病理确诊为鼻咽癌并接受放射治疗，

所有患者均行颅底至锁骨下缘的增强 CT 模拟扫描。淋巴结分区采用 2013 年 RTOG 等推荐的颈部

淋巴结分区标准，由一位副主任医师及一位主治医师共同阅片对颈部及Ⅴ区后缘的转移淋巴结进行

分析，并选取一例 N0 的鼻咽癌患者作为标准，参照Ⅴ区后缘正常解剖结构位置及比例，将 428 例

患者中有Ⅴ区后缘转移的淋巴结中心点勾画于标准病例的定位 CT 图像上，分析Ⅴ区后缘淋巴结转

移的位置及患者的预后情况,运用 SPASS19.0 软件分析Ⅴ区后缘淋巴结转移与其余各区淋巴结之间

的相关性。 

结果  428 例患者中 381 例（89.0%）诊断为有淋巴结转移，转移概率最高的前四位依次是：Ⅱb

（75.2%）、Ⅶa（60.3%）、Ⅱa（59.6%）、Ⅲ（42.0%）；21 例（4.9%）出现Ⅴ区后缘淋巴结

转移，共统计Ⅴ区后缘转移淋巴结 32 枚，各枚淋巴结中心点在标准患者上距斜方肌前缘的垂直距

离均值为 16mm。相关性分析提示Ⅴ区后缘淋巴结转移与同侧 Va 区相关（P=0.001）。 

结论  鼻咽癌颈部淋巴结按照从上到下，由近及远的顺序转移，跳跃性转移的发生率低；Ⅴ区后缘

淋巴结转移与同侧 Va 区阳性相关，且该区转移提示患者预后较差；Va 区淋巴结转移时，同侧 V

区后界的勾画应适当后移至斜方肌前缘后 25mm。 

 
 
PA-009 

95 例 N3 鼻咽癌预后影响因素的临床分析 

 
陈晶 李斌 秦卫丰 胡福军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目的 分析 N3 期鼻咽癌化放疗的预后情况,并对患者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做归纳总结。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7 年 4 月至 2011 年 7 月共 95 例 N3（中国 2008 分期）鼻咽癌患者的病

历资料，全部病例均经病理组织学确诊。原发灶放疗总剂量 6000~7600cGy,上颈部淋巴结放疗总

剂量 5400~6600cGy，下颈部淋巴结放疗总剂量 5000~6600cGy。全部患者均采用调强放疗或放疗

加化疗的综合治疗方案，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的 Kaplan-Mier 方法汁算生存率，Log-rank 检

验评估性别、年龄、病理类型、T 分期、化疗方式等对预后的影响，采用 Cox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

分析。 

结果 全组患者 1、3、5 年的生存率分别为 92.63%，83.16%，70.53%。单因素分析：T 分期

(P=0.043)、化疗方式(P=0.003)与预后有关，而性别(P=0.375)、年龄(P=0.096)、临床分期

(P=0.136)、T 分期(P=0.127)均与预后无关。多因素分析，仅 T 分期(P=0.031)影响预后。死亡患者

中 33.3%死于局部复发，5.6%死于心脑血管意外等非肿瘤病因，61.1%死于远处转移。近期毒副

作用主要表现为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皮肤放射性损伤，晚期主要不良反应为张口困难、听力下降及

放射性脑病。 

结论 N3 鼻咽癌患者易发生远处转移，5 年生存率欠佳。患者预后受 T 分期、化疗方式影响，诱导

化疗序贯调强放疗联合同步化疗的综合治疗方案安全，不良反应轻，建议 N3 患者进行放化疗为主

的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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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10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llowed by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for treatment of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A meta-analysis 

 
杨健筌 文世民 胡欣 潘荣强 別俊 郭翠华 付曦 李德智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survival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llowed by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ompared with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Methods  Seven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and the methodological quality assessment of 
researches included was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Jadad scale and The Newcastal-Ottawa 

Scale．Themeta-analyses were performed by using the Revman 5.3 software. 

Result   10 researches containing 1349 patients werefinally included. The 3-year overall survival, 
3-year 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 3-year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3-year recurrence free 
survival, 5-year overall survival, 5-year 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 5-year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and 5-year recurrence free survival.  
Conclusion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llowed by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ould 
improve prognosis in terms of 5-year 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 but could not improve 5-
year overall survival. 
 
 
PA-011 

图像引导鼻咽癌调强放疗摆位误差对剂量学的影响 

 
岳丹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目的  应用 IGRT 加速器机载千伏级锥形束 CT（kV-CBCT），通过分析在线校正后 6 个方向上摆

位误差，探讨调强放疗治疗分次间摆位误差对鼻咽癌患者所接受放疗剂量的影响。 

方法  167 例鼻咽癌患者行调强放射治疗，每周行千伏级锥形束 CT（kV-CBCT）图像引导校正扫

描，扫描图像与计划 CT 配准获得平移误差和旋转误差。在计划系统（Philips Pinnacle 8.0）上通

过调整机架、准直器、治疗床模拟平移和旋转摆位误差重新评估治疗计划，并与原计划进行比较。

剂量学上评估肿瘤靶区及正常组织器官受量。 

结果  分析 1 002 个 kV-CBCT 校正后扫描图像，在 x、y、z 方向上平移摆位的系统误差和随机误

差（Σ ± ζ）校正后分别为（0.56±0.44）、（0.56±0.51）、（0.42±0.63）mm；在 x、y、z 方向

上的旋转摆位的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Σ ± ζ）校正后分别为 0.78°±0.76°、0.62°±0.85°、

0.75±0.64°。放疗期间每周的摆位误差变化，随放疗次数的增加，在 x、y、z 方向上的平移摆位误

差变大。根据摆位误差重新评估放射治疗计划，结果显示重新评估放疗计划与原计划比较，

PGTV、PTV1、PTV2 的 D50 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且 PTV1、PTV2 的 D95 有统计学

差异（P?<?0.05）。脑干、脊髓、腮腺、颞叶、下颌骨、颞颌关节、内耳和喉部的照射剂量变化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腮腺的照射剂量变化最为显著。左侧腮腺原计划平均剂

量为（34.66?±?4.17）Gy，V30 为（53.35?±?15.39）%，重新评估计划后为平均剂量为

（37.31?±?4.29）Gy（p<0.001），V30 为（60.81?±?15.83）%（p<0.001）；右侧腮腺原计划

平均剂量为（34.44?±?4.20）Gy，V30 为（52.27?±?15.92）%，重新评估计划后为平均剂量为

（37.31?±?4.08）Gy（p<0.001），V30 为（61.16?±?15.25）%（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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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鼻咽癌图像引导调强放疗中摆位误差无论对肿瘤靶区还是正常组织的剂量分布都产生影响，

摆位误差对正常组织的剂量的影响更大。 

 
 
PA-012 

基于调强放疗的鼻咽癌 UICC 第 7 版 T 分期验证及简化推荐 

 
黄爽 陈媛媛 胡巧英 姜锋 冯星来 金祁峰 金厅 曹才能 陈晓钟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目的  本文拟评价接受调强放射治疗后的鼻咽癌患者 UICC 第 7 版分期中 T 分期的预后价值，并对

其简化方式进行探讨。 

方法  回顾我科 2007 年 1 月-2011 年 6 月收治的 641 例初治鼻咽癌患者的基本资料，采用 Kaplan-

Meier 法及 COX 回归评价 UICC 第 7 版分期中 T 分期的预后价值。 

结果  641 例患者的 5 年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无局部复发生存率（loco-relapse 

free survival，LRFS）、无进展生存率（progress free 

survival，PFS）和无远处转移生存率（Distant metastasis free survival, DMFS）分别为 85.4%、

88.5%、78%、87.1%，其中 T1、T2、T3、T4 分期患者的 5 年 OS 分别为 91.6%、85.3%、

90.1%和 76.5%； LRFS 为 93%、85.3%、91.5%及 84.4%；PFS 为 88.2%、77.3%、80.8%、

70.9%，DMFS 为 95.1%、88.9%、88.2%和 81.3%。其中 T1、T2、T3 的各指标间无统计学差

异，而 T4 期与 T1、T2、T3 之间多个预后指标均有明显差异（P<0.05）。将 T1、T2、T3 期合并

为新 T1，T4 期为新 T2。新 T1、2 期的 5 年 OS 为 89.1%、76.5%（P=0.001）；LRFS 为

90.1%、84.4%（P=0.028）；PFS 为 81%，70.9%（P=0.001）；DMFS 为 90.8%、81.2%

（P=0.002），差别均有统计学差异。在不同的 N 分期中分层分析第 7 版 T 分期及简化后 T 分期的

预后价值，发现简化后的 T 分期仍有明显的预后预测优势。 

结论  调强放疗时代，UICC 第 7 版分期中的 T 分期之间的预后差异不明显，简化 T 分期能更好地

适应治疗方法的改革和预测预后，但需要更大宗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证实。 

 
 
PA-013 

放疗对鼻咽癌细胞侵袭力的影响作用 

 
彭政 廖小方 何慧娟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医院 324000 

 

研究目的 探讨放疗对鼻咽癌细胞的增殖、存活及远处转移的影响作用及机制 

方法 收集浙江省衢州市人民医院放疗科从 2009 年—2014 年 25 例鼻咽癌患者标本。对放疗后转移

鼻咽癌组织(m-NPC)和相对应的放射治疗前的原发的鼻咽癌组织(p-NPC)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在体

外，我们测试了辐照对鼻咽癌细胞株的影响，首先，检测了在 CNE-1 细胞中辐射对 Snail2 蛋白表

达的影响，然后我们检测了所有 snail2 靶向作用的 miRNA，看哪一个 miRNA 是受照射的影响，以

及检测 mir-613 是否可调节 snail2 在鼻咽癌细胞中的表达。接着通过 Western blot 检测，在 CNE-

1 细胞中 mir-613 的变化是否改变 snail2 的 mRNA 水平，通过 Transwell 细胞迁移实验中，mir-

613 的表达水平是否抑制 Snail2 介导的鼻咽癌细胞侵袭力。 最后，我们比较 m-npc 和 p-npc 之间

mir-613 表达水平差异，发现 m-npc 有 mir-613 水平显著降低，与 p-npc 比较。  

结果 研究发现转移的鼻咽癌组织 Snail2 蛋白水平高表达但不表达 mRNA。在体外，对鼻咽癌细胞

适度照射导致细胞死亡，但增加 snail2 蛋白表达，且幸存的 NPC 细胞有 mRNA 表达。生物信息学

分析表明，mir-613 有针对性对 Snail2 mRNA 的 3′-UTR 抑制其翻译，而鼻咽癌细胞照射后 mir-

613 的表达水平显著降低。此外，在鼻咽癌细胞株中 mir-613 的过度表达能抑制 Snail2 介导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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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袭力，然而 mir-613 过度消耗亦会增加 Snail2 介导的细胞侵袭力。实验中发现与放疗前的原发部

位的鼻咽癌组织相比，mir-613 在转移性鼻咽癌组织细胞中表达水平明显降低。 

结论 结果表明，虽然放疗导致鼻咽癌细胞死亡，但这也可能通过下调 mir-613 的表达而增加 snail2

介导的鼻咽癌细胞的侵袭力。 

 
 
PA-014 

热塑面罩清洁消毒对鼻咽癌精确放疗患者医院感染的影响 

 
惠华 崔连环 王强 耿冲 刘广峰 张旭光 

徐州市肿瘤医院 江苏大学附属徐州医院 221005 

 

目的  探讨热塑面罩清洁消毒对鼻咽癌(NPC)精确放疗期间医院感染的影响。方法  前瞻性研究

2013—2016 年间 102 例 NPC 精确放疗住院患者(Ⅰ、Ⅱ早期 18 例，Ⅲ、Ⅳ晚期 84 例)，以随机

数字表法均分至 A、B 组。A 组面罩定位标记线胶布作双层塑料胶布夹心处理，每放疗前 1h、放疗

后即时清洁消毒+紫外线消毒；B 组面罩常规紫外线消毒。对面罩表面采样，记录放疗期间医院感

染情况。结果  A 组较 B 组：第 18 次放疗前面罩表面菌落计数为(7.90±6.50) CFU/cm2、

(139.05±129.29) CFU/cm2(P=0.000)；医院感染率为 72.5%、88.2% (P=0.046)；早期感染率为

55.6%、66.7% (P=0.629)，晚期为 76.2%、92.9% (P=0.035)；两组口腔黏膜感染率(47.1%，

51.0%，P=0.692)均高于同组皮肤(17.6%，23.5%，P=0.463)和呼吸系统(7.8%，13.7%，

P=0.338)(P=0.001、0.000；0.004、0.000)。结论  热塑面罩系 NPC 住院精确放疗期间医院感染的

危险因素之一，适时清洁消毒+紫外线消毒可显著降低其表面菌落计数暨 NPC 特别是晚期 NPC 精

确放疗期间医院感染率；感染部位以口腔粘膜最高、皮肤和呼吸系统次之。 

 
 
PA-015 

鼻咽癌病人放疗后甲状腺功能低下列线图的建立 

 
罗忍 李梅 杨智宁 詹益州 黄宝添 陆佳扬 徐振喜 林志雄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515031 

 

目的 研究鼻咽癌病人放疗后甲状腺功能低下与患者临床特征、甲状腺受照射剂量的关系并建立列

线图。 

方法 前瞻性入组在汕头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初治的鼻咽癌病人，入组条件为：1.患者无远处转移；2.

患者治疗前无甲状腺功能的紊乱及治疗前甲状腺功能检查未及异常；3.患者治疗前无颈部手术史。

排除标准：患者接受放疗后接受颈部残余淋巴结推量或手术清扫。最终入组 141 人。本研究甲状腺

功能低下定义为：TSH 升高，fT4 的正常或降低。记录患者临床信息：性别、年龄、TNM 分期

（AJCC 第七版）及有无化疗。收集患者甲状腺的剂量参数：Vx（甲状腺接受至少 xGy 的相对体

积，每隔 5Gy，收集从 V10 至 V60 共 11 个 Vx 剂量参数），Dmin（最小剂量），Dmean（平均

剂量），Dmax（最大剂量）。统计学方法：套索分析（LASSO，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为通过对最小二乘估计加入惩罚约束，使某些系数进行压缩，甚至压缩为 0，

从而实现避免过拟合和变量选择。本研究应用套索方法从收集的临床及剂量学参数中筛选出的重要

的预测因素。应用被选出的预测因素的各种组合（每种组合至少包含一种剂量学参数）建立多因素

Cox 回归模型。通过 C-index 大小比较各个 Cox 模型的预测能力，并考虑模型的简洁性，确定最优

模型。在最优 Cox 回归模型基础上构建列线图。绘制校正曲线以比较此列线图预测与实际观察到

的甲状腺功能低下发生率。 

结果 在中位数等于 24 个月的随访时间中，36 个患者（25.5%）发生了甲状腺功能低下。在套索分

析中，性别、有无化疗及 Dmean、V50 被选为重要的预测因素，这四个因素的 11 种组合构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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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个多因素 Cox 回归模型。经过 C-index 比较，最优 Cox 回归模型包括参数：性别

（P=0.015），有无化疗（P=0.067）及 V50（P=0.000）。列线图建立在此三因素 Cox 模型基础

之上，其 C-index 为 0.71。校正曲线显示该列线图对患者在放疗后 18、24、30 个月甲状腺功能低

下的发生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 

结论 本研究基于 2 个患者临床因素及 1 个剂量学因素，构建了预测放疗后甲状腺功能低下的列线

图。临床放疗科医生可通过此图获得每个病人个体化的甲状腺器官的剂量学限制。 

 
 
PA-016 

203 例 IVa/IVb 期鼻咽癌的临床分析 

 
黄清廷 邱素芳 陈碧娟 许元基 李超 潘建基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探讨 203 例 IVa/IVb 期鼻咽癌患者的预后及不良预后因素。 

方法  连续收集 2005 年 6 月-2007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初治 IVa/IVb 期鼻咽癌患者 203 例，均接受

根治性放疗，其中 69 例接受调强放射治疗，134 例接受常规放射治疗；所有患者均行铂类为基础

的化疗。采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单因素生存分析，Cox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  随访中位时间为 66（3-103）个月，全组病例 5 年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率、无远处转移生存

率、总生存率分别为 83.5%、73.7%、63.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N 分期较晚（N2-3)的患者其

总生存率显著低于 N 分期较早（N0-1)的患者（χ2 =7.02, P =0.008），其无远处转移生存率亦显著

低于 N0-1 的患者（χ2 =3.508, P =0.06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N 分期是影响 IVa 期鼻咽癌患者

总生存率的预后因素（HR =1.932, P =0.005）及无远处转移生存率的预后因素（HR =2.564, P 

=0.001），但对无局部复发生存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IVa/IVb 期鼻咽癌患者中 N 分期是影响无远处转移生存率及总生存率的主要预后不良因素。

N2-3 患者较 N0-1 转移率高，预后差。 

 
 
PA-017 

足疗程新辅助化疗或可改善 N3 期高危鼻咽癌患者的预后 

 
张帅 林少民 陈俊妮 杨时平 吴刚 王奋 

海南省人民医院放疗科 570311 

 

目的 远处转移是鼻咽癌治疗失败的最主要模式，淋巴结分期是预测远处转移最主要的因素。探讨 4

个周期新辅助化疗序贯同期放化疗在 N3 期高危鼻咽癌患者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 对 137 例 N3 期无远处转移的高危鼻咽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60 例行新辅助化疗序贯同期

放化疗(NCT)，77 例仅行同期放化疗(CRT)。Kaplan-Meier 法用于计算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无病生存率（Disease free survival，DFS）、无复发生存率（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无远处转移生存率（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DMFS）。 

结果 NCT 组和 CRT 组 3 年 OS 分别为 79.6% vs.65.3%(P=0.030)，3 年 DFS 分别为 67.4% 

vs.59.9%(P=0.028)，3 年 RFS 分别为 92.1% vs.90.7%(P=0.921)，3 年 DMFS 分别为 64.7% 

vs.52.8%(P=0.033)。亚组分析：T(2~3)期 NCT 组 OS、DFS、DMFS 均高于 CRT 组(P＜0.05)，

RFS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T4 期两组 OS、DFS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

NCT 组的 DMFS 高于 CRT 组，CRT 组的 RFS 高于 NCT 组(P＜0.05)。 

结论 4 个周期新辅助化疗提高 T(2~3)N3 期的 OS、DFS、DMFS 以及 T4N3 期的 DMFS，降低

T4N3 期的 RFS，但不改善 T(2~3)N3 期的 RFS 及 T4N3 期的 OS、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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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18 

鼻咽癌放化疗期间的颈部淋巴区域的几何学动态变化 

 
谭文勇

1,2
 韩光

2
 李先明

1
 许瑞莲

1
 王晓红

2
 黎艳萍

2
 胡德胜

2
 

1.深圳市人民医院肿瘤科 

2.湖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目的 鼻咽癌在放化疗期间肿瘤、周围的正常组织和颈部淋巴结区域发生明显的变化。本研究的目

的是定量分析鼻咽癌患者同步放化疗期间中颈部淋巴结区域（neck nodal level， NNL）的体积、

位置和形状的动态变化，并探索每个淋巴结区需要的最合适外放边界保证几何上覆盖度。 

材料与方法 20 例初治的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在调强放疗期间接受一次增强计划 CT（pCT）和每周

一次的重复 CT 扫描（rCT），共 6 次 rCT 扫描。13 例接受含铂类的同步放化疗，7 例序贯放化

疗。由一个放射肿瘤学医师分别在 pCT 和 rCT 轴位图像上勾画每个 NNL，用 RTOG 指导 NNL 的

勾画。比较 rCT 和 pCT 上同一个 NNL，可以得到以下参数：体积、NNL 的质心（COM）的位

移、两者的交集部分体、NNL 上相应像素点间的最短的垂直距离（SPD）。以 pCT 上为参考标

准，分析体积变化，用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表示位置变化，用重叠指数（OI）和相似系数（DSC）

代表形状变化。在每个 NNL 外分别外放 1mm、2mm、3mm、4mm 建议相应的计划靶体积

（PTV）。每个 NNL 的 PTV 与 NNL 本身相比，OI > 0.95 被认为是一个可接受的几何覆盖。采用

单向方差分析和 t 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除了 1A 区以外，所有 NNL 的 OI 与 DSC 均在治疗期间呈进行性下降趋势，并表现出均匀的

时间趋势。在治疗期间的 NNL 的体积在第一周内下降 1%～6%，到治疗第 6 周 时下降 10 %～

21%。不同 NNL 的第一周和第六周的平均 SPD 

分别为 1.3-1.7mm 和 1.9～3.5mm。1B 区、2 区、3 区、4 区的 DSC 在整个治疗期间均大于 0.7，

5 区在整个治疗期间 DSC 均小于 0.7，1A 和 6 区，DSC 在第二周后< 0.7。所有 NNL 的 COM 的

系统误差为 0.2-1.0mm，随机误差为 0.4-2.4mm，NNL 的三维位移为 1.5-5.2mm；在左右对称的

NNL 间三维位移无统计学差异。为了维持 OI＞0.95，1B 区和 3 区需 1mm 的外放边界，2 区需

1mm，4 区需 3mm，1A、5、6 区需 4mm 的外放边界。 

结论 鼻咽癌患者同步放化疗期间每个 NNL 的体积、位置和形状均发生了可定量测量的变化，为了

保证在整个治疗期间 NNL 的覆盖性需要 1～4mm 外放边界建议 PTV，在治疗早期进行自适应调整

照射计划可减少 NNL 所需的外放边界，从而更好地保护正常组织。 

 
 
PA-019 

集束化口腔护理方案在防治鼻咽癌放化疗患者口腔黏膜炎 

中的应用 

 
夏莉娟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医院 750004 

 

目的  探讨和研究集束化口腔护理方案防治鼻咽癌患者放化疗所致口腔黏膜炎的效果，为制定标准

护理流程提供依据。  

方法  运用循证的方法制定《鼻咽癌同期放化疗患者集束化口腔护理方案》。在经过临床预实验进

一步修订后，采用不同病例前-后对照研究，选择 2014 年 6 月至 2014 年 12 月符合入选标准的鼻

咽癌患者作为对照组；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符合入选标准的鼻咽癌患者，进行为期 6

个月集束化管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在放疗不同时段（放疗 14 次、21 次、28 次、33 次）时的口

腔黏膜炎情况，口咽部疼痛程度以及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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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放疗 21 次、28 次、33 次时患者的口腔黏膜炎和口咽部疼痛的程度轻于对照组；放疗

28 次、33 次时患者的焦虑量表得分小于对照组, 33 次时抑郁量表得分小于对照组；放疗 33 次时患

者的生活质量量表中吞咽、感觉、社交进食、口干、唾液粘稠、感觉生病等症状评分低于对照组；

以上各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该集束化口腔护理方案能够有效防治鼻咽癌患者放化疗所致口腔黏膜炎的发生，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和缓解患者的口咽部疼痛和焦虑、抑郁状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A-020 

勾画低危危及器官在鼻咽癌调强放疗中作用的研究 

 
陈俊妮 杨时平 张帅 孔繁忠 林洁 吴刚 谭露露 王奋 林少民 

海南省人民医院 570311 

 

目的  鼻咽癌高危危及器官的勾画和限量受到广泛重视，但低危危及器官的勾画常被放疗医师忽

视，因此本研究将探讨中下咽缩肌、喉及主支气管勾画与否对其剂量分布的影响，以及与放疗期间

的咳嗽反应间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0 日在海南省人民医院放疗科治疗的 68 例 N2

期鼻咽癌的治疗计划及放疗期间的咳嗽反应，根据是否勾画中下咽缩肌、喉及主支气管分为勾画组

（A）、未勾画组（B）。通过 DVH 图评估靶区（PTV1、PTV2、PGTVnd）和 OAR（咽缩肌、

喉、主支气管及甲状腺）剂量分布，以及两组间的咳嗽反应差异。 

结果  两组靶区（PTV1、PTV2、PGTVnd）剂量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勾画组（A）的咽缩肌

V55（t=3.881,P＝0.004）、V50（t=5.102,P＝0.001）、V40（t=34.028,P＝0.000）均小于未勾

画组（B），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V30、V25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勾画组（A）的喉及主支气管 V55（t=2.266,P＝0.038）、V50（t=6.734,P＝0.000）、

V40（t=17.056,P＝0.000）、V30（t=47.28,P＝0.000）小于未勾画组（B），两组间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V20、V15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未勾画组（B）更容易发生 3

级咳嗽反应。限定主支气管剂量可显著降低甲状腺 V40（t=8.728, P＝0.000）、V50（t=9.153, P

＝0.000）、V60（t=8.467, P＝0.000）。 

结论  勾画咽缩肌、喉及主支气管可显著降低其高剂量段（40～55Gy）的受照体积，能减轻咳嗽反

应，同时可减少甲状腺照射剂量以及 40～60Gy 的受照体积。低危 OAR 的勾画和剂量限定应受到

重视。 

 
 
PA-021 

鼻咽癌调强放疗后腮腺转移的临床分析 

 
黄爽 陈媛媛 胡巧英 姜锋 冯星来 金祁峰 陈晓钟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目的  分析鼻咽癌患者接受根治性调强放射治疗后出现腮腺淋巴结转移的临床特点及可能的危险因

素。 

方法  回顾 2008-2011 年在我科接受调强放射治疗后出现腮腺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分析原发肿瘤侵

犯的结构及淋巴结分布规律。重新勾画腮腺浅叶，分析复发侧的腮腺及浅叶剂量参数。 

结果  9 例腮腺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中位年龄 44 岁）均为局部晚期，复发部位主要位于腮腺浅叶

（14/16 枚），初诊至转移的中位时间为 25 个月。转移同侧的颈淋巴结分布情况为：咽后淋巴结

（9/9），Ⅱ区(9/9), Ⅲ区 (4/9),Ⅳ区(1/9),Ⅴa 区(2/9), 锁骨上区(2/9)。同侧阳性淋巴结 77%存在包

膜外侵。复发侧腮腺及腮腺浅叶的平均剂量分别为 32.2Gy 和 25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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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颈部多发淋巴结，尤其是咽后及Ⅱ区巨大淋巴结伴包膜外侵或坏死的患者，应提高腮腺

区域亚临床病灶的警惕。对高危患者腮腺区的过度保护是调强放疗后腮腺淋巴结转移的诱因。 

 
 
PA-022 

鼻咽癌放疗患者出院后张口功能锻炼依从性现状调查及其影响因

素分析 

 
陈佩娟 王莉慧 王丽 

南方医科大学南医院 510515 

 

目的  了解鼻咽癌放疗患者出院后张口功能锻炼依从性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自制鼻咽癌张口功能锻炼依从性问卷对 107 例鼻咽癌放疗患者出院后

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鼻咽癌患者出院后张口功能锻炼依从性得分为（39.50±8.96）分，处于中等依从水平（占

53.3％）；其中以张口功能锻炼注意事项依从性最高，其次是主动寻求意见依从，最后是张口功能

锻炼依从。其中依从性为高、中、低等水平者分别有 22 例（20.6%）、57 例（53.3%）、28 例

（26.2%）。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人均月收入、医疗付费方式、癌症分期、治疗方案的患

者张口功能锻炼依从性得分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鼻咽癌放疗患者出院后张口功能锻炼依从性普遍偏低，大多数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且受到人

口学资料及疾病治疗方面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鼻咽癌患者放疗结束出院后，

虽掌握了康复锻炼方法及知识，由于缺乏主动参与意识，忽略或放松锻炼要求导致依从性下降。疾

病分期越晚，患者依从性越低，可能与晚期患者经历放疗联合化疗的治疗方案，加之晚期疾病的转

移及复发，病情长且重，使患者对功能锻炼失去信心有关。故医务工作者首先根据不同特征鼻咽癌

放疗后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张口锻炼健康教育，对张口锻炼意识薄弱者，帮助其制定合理锻炼计划，

循序渐进进行，也可在社区或医院开展病友交流会，增强康复信心；其次，开展以提高鼻咽癌放疗

院外患者张口功能锻炼依从性为目标的干预性研究，一方面可通过建立健康的行为转变方式和自我

管理模式，提高患者功能锻炼的正确认知，提高其自我管理能力，从而提高患者出院后张口功能锻

炼依从性。另一方面医院应建立完善的医疗支持随访系统，采用电话、网络及微信平台加强出院患

者的沟通及咨询条件，最终达到提高患者依从性的目的；最后，如能进一步加强患者社会支持群体

的利用度，其功能锻炼依从性也会相应提高。 

 
 
PA-023 

基于调强放射治疗和 RTOG 颈部淋巴结分区标准的鼻咽癌 N 分期

的研究 

 
康敏 赵婷婷 周平婷 廖雪银 韦婷婷 王仁生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30021 

 

目的  建立一个基于调强放射治疗和 RTOG 颈部淋巴结分区标准的鼻咽癌新 N 分期。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2011 年我院经病理学证实、无远处转移并接受 IMRT 的初治鼻咽癌患者

324 例，根据鼻咽癌第 7 版 UICC/AJCC 分期标准进行重新分期。Kaplan-Meier 法计算各种生存

率，Log-rank 法进行单因素预后分析，COX 法风险比例模型进行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  324 例患者中，269 例（83.0%）出现转移淋巴结，分布如下：Ⅰ区 7 例（2.6%），Ⅱ区

221 例（82.2%），Ⅲ区 82 例（30.5%），Ⅳa 区 14 例（5.2%），Ⅳb 区 1 例（0.4%），Ⅴa 区

14 例（5.2%），Ⅴb 区 10 例（3.7%），Vc 区 3 例（1.1%），VIIa 区（咽后区）21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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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跳跃性转移 3 例（1.0%）。本组共检出转移淋巴结 912 个，其中包膜外侵 626 个

（68.6%），包膜外侵比例随淋巴结直径的增大而增大（P=0.033）。原发灶范围和淋巴结转移率

无相关性（P＞0.05）。中位随访 58 个月（6-77 个月），全组 5 年 OS 为 84.8%，DFS 为

77.1%，RFS 为 92.7%，DMFS 为 80.5%。对其中颈部淋巴结阳性患者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预后

分析显示，咽后淋巴结、颈部淋巴结水平、侧数是影响鼻咽癌患者预后的独立预后因素。根据风险

比的差异确定鼻咽癌新 N 分期为： N0：无淋巴结转移；N1：VIIa 区或/和单侧上颈（II、III、Va

区）淋巴结转移；N2：双侧上颈（II、III、Va 区）淋巴结转移；N3：IVa、Vb 区及以下区域淋巴

结转移。 

结论  推荐的鼻咽癌新 N 分期基于调强放射治疗和 RTOG 颈部淋巴结分区标准，更符合现状，并能

更客观的预测预后、指导治疗。 

 
 
PA-024 

调强放疗联合诱导化疗对比同期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前瞻性

研究的初期报告 

 
李梅 杨智宁 蔡庆鑫 林志雄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 515031 

 

目的  探索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疗效确切、安全低毒、适合现代放射治疗的综合治疗方案。 

方法  这是一项Ⅱ期单中心、随机、对照、非劣性的临床研究（注册号：ChiCTR-TRC-

14004341）。18-70 岁，初诊且病理确诊为 WHO II/III 型的鼻咽癌，临床分期为 T3-4N0-3M0 或

T1-2N2-3M0 期患者（Ⅲ~Ⅳb 期，AJCC/UICC 2010 分期标准）。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诱导

组（试验组）：2 程新辅助化疗 + 调强适形放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容积调

强弧形治疗(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VMAT)；同期组（对照组）：IMRT/VMAT+2 程同

期化疗。放疗处方：鼻咽肿瘤区计划靶(PTVnx)7000cGy，分次剂量 233cGy，转移淋巴结计划靶

区(PTVnd)6600-6800cGy，均分 30 次给予，每天 1 次，每周照射 5 次。化疗方案：1 程多西他赛

联合顺铂(Docetaxel 75mg/m2 第 1 天 + Cisplatin 75mg/m2 分第 1 至 3 天)，1 程单药顺铂 

(TP/DDP).主要观察指标：近期疗效及治疗后 2 年无进展生存时间(2 year-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2y-PFS)。 

结果  对照组 45 例，试验组 43 例，所有患者均完成了 2 程化疗及放疗。治疗过程无 V 级不良反应

和 IV 级非血液学不良反应。同期组与诱导组比较，2-4 级白细胞下降比例高 (86.7% vs. 67.4%, 

P=0.031)。虽然同期组 2-4 级的中性粒细胞下降及口腔霉菌感染比例均高于诱导组，但 P 值未发现

有无统计学差异(分别 P=0.228, P=0.712)。两组病人的皮肤反应、黏膜反应发生率均无统计学差

异。两组患者的近期疗效(100.0% vs.95.3%, P=0.236), 2y-PFS(88.6% vs. 94.6%, P=0.303), 2y-

OS(94.2% vs. 95.5%, P=0.627), 2 年局部无复发生存率、2 年区域无复发生存率及 2 年无远处转移

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 IMRT 时代，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接受诱导化疗联合单纯放疗，初期分析其疗效与经典的

同期放化疗无差别，且急性血液学毒性较低，TP/DDP 方案疗效确切，毒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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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25 

鼻咽癌患者治疗前血液学指标与预后的 META 分析 

 
苏丽

1,2,3
 张明炜

1
 张纬建

1,2,3
 蔡传书

1
 洪金省

1,2,3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疗科 

2.放射生物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3.福建省肿瘤个体化主动免疫治疗重点实验室 

 

[目的] 采用 Meta 分析的方法评价治疗前机体炎症反应相关的血液学指标：淋巴细胞计数、中性粒

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

（LM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和鼻咽癌预后的关系。 

 

[方法] 检索 PubMed，MEDLINE，EMBASE，Web of Science 和 Cochrane Library 等数据库，最

终纳入包括 11651 例鼻咽癌患者的 14 个研究。采用―Newcastle-Ottawa Scale (NOS)‖进行文献质

量评价；以癌特异性生存（CSS），总生存期（OS），无进展生存期（PFS），无远处转移生存

（DMFS）和无局部复发生存率（LRFS）为效应指标；应用 Review Manager5.3 统计软件进行合

并分析。 

 

[结果] 淋巴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NLR、LMR、PLR 均与 NPC 患者的预后相

关。其中，NLR 和淋巴细胞计数是报道最多的两个指标。高 NLR 与 NPC 患者的 CSS、OS、

PFS、LRFS 显著相关，其相对于低 NLR 患者的合并危险比(HR)及 95％CI 分别为 1.42（1.21-

1.67），1.77（1.41-2.23），1.67（1.36-2.06），1.64（1.15-2.34）。高淋巴细胞计数与 NPC 患

者的 OS 及 PFS 显著相关，其相对于低淋巴细胞计数患者的合并 HR 及 95％CI 分别 0.72（0.64-

0.81），0.71（0.56-0.91）。 

 

[结论] NLR 和淋巴细胞计数可能是鼻咽癌患者的预后因素。患者出现高 NLR 或低淋巴细胞计数提

示预后不良。 

 
 
PA-026 

鼻咽癌螺旋断层放疗大分割同步推量模式的倾向性配比研究 

 
杜镭

1,2
 马林

2
 冯林春

2
 曲宝林

2
 杨军

2
 刘海霞

2
 陈静

2
 徐寿平

2
 解传滨

2
 张欣欣

3
 

1.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放疗科 

2.解放军总医院放疗科 

3.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 

 

目的  探讨使用螺旋断层放疗系统进行大分割同步加速推量（P67.5 研究）治疗鼻咽癌的临床疗效

及可行性。 

方法  共纳入自 2007 年 8 月至 2016 年 1 月经螺旋断层放疗的鼻咽癌患者 381 例，包含 P67.5 研

究（原发肿瘤及转移淋巴结 67.5Gy/30F，2.25Gy/F；高危计划靶区 60Gy/30F，2.0Gy/F；低危计

划靶区 54Gy/30F，2.0Gy/F）161 例及 P70 研究（原发肿瘤及转移淋巴结 70Gy/33F，2.25Gy/F；

高危计划靶区 60Gy/30F，2.0Gy/F；低危计划靶区 54Gy/30F，2.0Gy/F）220 例，通过倾向性配

比评分共入组 296 例，每组 148 例。根据 RTOG/EORTC 标准并借鉴常用药物毒性标准

（CTCAE）V3.0 评价急性反应及晚期损伤，使用 Kaplan-Meier 法、Log-rank 检验及 Cox 回归进

行生存分析。 

结果  随访截止于 2016 年 1 月，中位随访期 33.5（6-58）月，除 P67.5 组发生较严重的血液学毒

性外，其它急性反应及远期损伤均无差异。两组 3 年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率（LRRFS）分别为

94.0%和 92.7%（p=0.570），3 年无远处转移生存率（DMFS）分别为 93.2%和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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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621），3 年无病生存率（DFS）分别为 88.5%和 87.8%（p=0.143），3 年总生存率

（OS）分别为 93.9%和 90.4%（p=0.086），均无统计学差异。影响生存率的因素主要为 T 分

期、临床分期及年龄。 

结论 使用螺旋断层治疗鼻咽癌，通过适当提高单次剂量进行大分割同步加速放疗临床急性反应及

远期损伤可接受，临床疗效好，值得推广应用。 

 
 
PA-027 

TPS1 新辅助化疗在局部晚期鼻咽癌的临床疗效观察初探 

 
韩亚骞 何倩 刘林 刘峰 罗乐 张琳 马宏志 李云 席许平 吴湘玮 王晖 肖锋 

湖南省肿瘤医院 410013 

 

目的 研究局部晚期鼻咽癌使用 TPS1 新辅助化疗的 ORR 及毒性反应，探讨 TPS1 替代 TPF 新辅

助化疗的可能性。  

方法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5 月共 29 例局部晚期鼻咽癌使用 TPS1 新辅助化疗 2 周期后同步放化

疗。  

结果 TPS1 新辅助化疗后 BMI(体重指数)变化中位数 0.34(0-1.1)，总体放化疗后 BMI(体重指数)变

化中位数 1.1(0.73-2.11)。新辅助化疗后疗效评价 CR9 例(31%)，PR19 例(65.5%)，SD1 例

(3.45%)，ORR：96.55%。总体放化疗后疗效评价 CR14 例(48.3%)，PR15 例(51.7%)，ORR：

100%。TPS1 新辅助化疗后最大毒副反应全组无 4 级毒副反应，罕见 3 级毒副反应，大多集中在

0-1 级，2 级反应主要集中在恶心(48%)，呕吐(21%)，白细胞减少(24%)和中性粒细胞减少(14%)。

整体放化疗结束后最大毒性评价全组无 4 级毒副反应，少见 3 级毒副反应(口腔黏膜炎除外)。主要

急性毒副作用主要表现为血液毒性，放射性皮炎，口腔黏膜炎，口干，脱发和呕吐。结论 对局部

晚期鼻咽癌使用 TPS1 新辅助化疗有很好的近期疗效及较低的毒副反应，TPS1 有替代 TPF 方案的

可能。 

 
 
PA-028 

诱导化疗加同时期放化疗和同时期放化疗在临床Ⅲ、Ⅳ期

EBVDNA 大于 4000 的鼻咽癌患者中的对比 

 
郭姗姗 唐林泉 陈秋燕 麦海强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530010 

 

目的：研究治疗前 EBVDNA 大于 4000 的鼻咽癌Ⅲ、Ⅳ期高危患者诱导化疗的作用。 

方法：本研究纳入 2007 年至 2013 年共 325 例接受调强放射治疗的高危鼻咽癌患者。患者根据年

龄，T 分期，N 分期,总分期，WHO 分型进行匹配，分为 2 组：诱导+同期放化疗组和同期放化疗

组。主要终点指标为总生存时间 OS，次要终点指标为无进展生存时间 PFS，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

时间 LRFS 和无远处转移生存时间 DMFS。 

结果：在匹配后共有 103 对患者纳入研究，加或不加诱导化疗对 OS，PFS,LRFS 和 DMFS 无显著

差异。在 156 例 N2-3 期及 EBVDNA 大于 4000 的风险极高的患者中，加用诱导化疗在 OS 上有显

著获益，诱导+同时期放化疗组和同时期放化疗组的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84.3%和 67.5%，

P=0.033。在多因素分析中，加或不加诱导化疗显著与 OS 有关(P=0.034; HR 0.451, 95%CI 

0.216-0.941).  

结论：诱导化疗加同时期放化疗对高危鼻咽癌患者临床预后无显著影响，然而，对于高危鼻咽癌患

者，加用诱导化疗显著延长生存。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16 

 

PA-029 

局部晚期复发鼻咽癌是否需要接受再程放疗 

 
刘丽婷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510060 

 

目的  比较接受或未接受再程放疗的局部晚期复发鼻咽癌患者的远期疗效 

方法  将 44 例接受再程放疗的局部晚期复发鼻咽癌患者与 44 例接受单纯化疗但未接受再程放疗的

局部晚期复发鼻咽癌患者通过年龄、性别、KPS 评分、T 分期、N 分期及复发时间间隔进行匹配。

主要研究终点为总生存，次要研究终点为无进展生存。通过 KM 法和 Cox 回归对两组的总生存时

间及进展时间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从 2008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该研究一共回顾性分析了 88 例局部晚期复发鼻咽癌患者，

中位随访时间为 27 个月（范围：6-85 个月）。单纯化疗组的 5 年生存率及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23.4%和 37.0%，再程放疗在的五年生存率及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27.5%和 49.8%。两组间的 5 年

生存率及无进展生存率无统计学差异。多因素分析提示严重的放疗相关毒性反应为其生存的独立预

后因素。 

结论  单纯化疗组与再程放疗组相比，两组生存率相似，但单纯化疗组患者的毒副反应耐受性更

好。该结果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PA-030 

初诊鼻咽癌腮腺淋巴结转移的临床特点及治疗结果 

 
许元基 张明炜 肖友平 宗井凤 邱素芳 柏朋刚 戴艺涛 周琳 陈晓琳 郑崴 陈韵彬 林少俊 潘建基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初诊腮腺淋巴结转移在鼻咽癌患者中少见，本研究探讨首诊鼻咽癌腮腺淋巴结转移患者的临

床特点及治疗结果，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05 年 6 月-2012 年 12 月首诊 2221 例无转移鼻咽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治疗

前均行头颈部核磁共振（MRI）检查，且均接受根治性调强放疗（IMRT）。通过 MRI 随访诊断及

病理诊断，最后有 64 例患者诊断为腮腺淋巴结转移，其中 34 例腮腺淋巴结接受保护腮腺的放疗剂

量，而 30 例腮腺淋巴结接受淋巴结的放疗根治剂量。 

结果  64 例患者中，42.4%患者属 N3 期，95.3%患者属 III-IVb 期。MRI 上腮腺淋巴结转移特点如

下：伴有同侧咽后淋巴结或 II 区颈部淋巴结包膜外侵犯；或伴有同侧巨大颈部淋巴结转移；或伴有

同侧咽旁间隙广泛受侵；或孤立的腮腺淋巴结转移。整组患者 5 年总生存率、无远处转移生存率、

无区域复发生存率及无腮腺复发生存率分别为 70.4%、64.3%、76.7%及 87.9%。远处转移是治疗

失败和死亡的主要原因。接受保护腮腺的放疗剂量的腮腺淋巴结转移患者（腮腺淋巴结横断面最小

径小于 10mm），会增加腮腺淋巴结复发的风险。但是，该因素不是影响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N

分期和有无同步化疗才是影响总生存和无远处转移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腮腺淋巴结转移可能是由于同侧咽后或 II 区颈部淋巴结的包膜外侵、同侧巨大淋巴机而引起

淋巴逆流及同侧咽旁间隙广泛受侵而引起。首诊腮腺淋巴结小于 10mm 的鼻咽癌患者仅接受保护

腮腺的剂量会增加腮腺复发的风险。远处转移仍然是主要的治疗失败模式，需要进一步探讨其更加

行之有效的系统性化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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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31 

局部晚期鼻咽癌新辅助化疗近期疗效相关因素及 Nomograms 预测

模型的构建 

 
万刚 郎锦义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探索影响局部晚期鼻咽癌新辅助化疗近期疗效相关因素及建立近期疗效 Nomograms 预测模

型，为局部晚期鼻咽癌新辅助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四川省肿瘤医院 2011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的 239 例分期为 III-IVb 期且完成 2

周期新辅助化疗（化疗方案为 TPF、TP、GP、PF）的局部晚期鼻咽癌病人。通过新辅助化疗前后

患者的 MRI 资料，根据 RECIST 标准对肿瘤近期疗效进行评价。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病人新

辅助化疗前的临床资料进行多因素分析，根据多因素分析的结果利用 R 软件构建 Nomograms 预测

模型。 

结果  通过 2 周期新辅助化疗后，112（47%）例病人原发肿瘤获得 CR/PR， 89（49.7%）例病人

颈转移淋巴结获得了 CR/PR。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中性粒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例

(NLR)、乳酸脱氢酶水平(LDH)是原发肿瘤达到 CR/PR 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乳酸脱氢酶水

平(LDH)、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例(LMR)、单核细胞计数、新辅助化疗方案是颈转移淋巴结达到

CR/PR 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用 R 软件构建的 nomograms 预测模型

对原发肿瘤长径缩小大于 30%、大于 50%进行预测，nomograms 模型显示出良好的分辨度，C-

index 分别为 0.660 、0.674，符合度平均绝对差为 0.02、0.011；对颈转移淋巴结长径缩小大于

30%、大于 50%进行预测，C-index 分别为：0.708、0.688，符合度平均绝对差为 0.027、0.022。 

结论  1. NLR、LDH 较高的高危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新辅助化疗后原发肿瘤更容易获得 CR/PR。

LDH 较高，LMR 较低的高危局部晚期鼻咽癌新辅助化疗后颈转移淋巴结更容易获得 CR/PR 。

2.N2-3 期的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新辅助化疗使用 GP 方案近期疗效可能优于 TPF、TP、PF 方案。

3. 本研究对局部晚期鼻咽癌新辅助化疗近期疗效建立了良好的 nomograms 预测模型，为新辅助个

体化治疗提供了依据李静 

 
 
PA-032 

调强放疗时代鼻咽癌当前分期的更新建议 

 
梁忠国 陈晓倩 牛智杰 陈凯华 李龄 曲颂 苏芳 赵伟 李烨 潘信斌 朱小东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 530021 

 

目的  比较鼻咽癌中国 2008 分期及第七版 AJCC 分期对预后的预测价值，并对当前分期的更新提

供建议。 

方法  2007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752 例初治的病理确诊的无远处转移的鼻咽癌患者纳入分

析，所有患者均接受调强放疗。比较国内外两种分期系统中的 T 分期、N 分期、临床分期对总生

存、无局部复发生存、无远处转移生存的预测价值。 

结果  国内外两种分期系统 T、N 分期在预测总生存方面价值相当。在预测无局部复发生存方面，

中国 2008 分期中 T 分期优于第七版 AJCC 分期中的 T 分期。在预测无远处转移生存方面，第七版

AJCC 分期中的 N 分期优于中国 2008 分期中 N 分期。依据统计分析，在调强放疗时代，当前分期

系统中的 T2 与 T1 合并、N2 与 N1 合并可能是合理的。 

结论  鼻咽癌当前的国内外两种分期系统在预测预后方面各有优势，建议当前分期系统中的 T2 与

T1 合并、N2 与 N1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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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33 

综合心理护理干预在鼻咽癌患者放疗期间应用的效果评价 

 
于玲 柏兴华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0 

 

目的  探讨综合心理护理干预对鼻咽癌患者放疗期间应用的效果评价。 

方法  选取 2015 年 7 月-2016 年 7 月收治的 104 例鼻咽癌放疗患者，利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

组，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干预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引入综合心理护理行为

干预，设定放疗前和放疗时心理行为干预常规，采用个体结合团体干预法。两组患者分别于接受放

射治疗前后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简明癌症患者心理适应问卷（Mini-MAC-19）及症状自评

量表（SCL-90）进行施测。 

结果  干预后两组 SCL-90 总分、SAS 标准分、简明癌症患者心理适应问卷（Mini-MAC-19）评分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组干预前后 SCL-90 总分、SAS 标准分、癌症患者

心理适应评分比较，对照组干预前后 SAS 标准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综合心理护理干预应用于鼻咽癌放疗患者，有助于缓解患者不良情绪，正确认知疾病，且能

改善其负性心理状况。 

  
 
PA-034 

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在鼻咽癌组织诊断中的应用 

 
李超 邱素芳 林金勇 许元基 邹长棪 陈超 潘建基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本实验采用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检测正常人鼻咽组织与鼻咽癌病理组织中 DNA 的差别，探

讨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在鼻咽癌组织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分别提取 25 例早期鼻咽癌、35 例晚期鼻咽癌患者病理组织与 30 例正常人鼻咽组织的 DNA

进行 SERS 检测，对比分析其拉曼光谱信号的差异。 

结果  研究发现早、晚鼻咽癌组织与正常人鼻咽组织的 DNA 在谱峰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在三种组织

标本拉曼光谱上都能观察到如下几个主要的谱峰：678，729, 788，1093，1337, 1421，

1460,1506，1573cm-1。晚期鼻咽癌患者组织标本的拉曼光谱在 678，788,1460cm-1 这 3 个谱峰

的强度比正常人鼻咽组织和早期鼻咽癌组织的谱峰强，而在 729,1506cm-1 

这 2 个谱峰位置，早期患者的拉曼光谱强度比较大，且实验存在较好的重复性。经过主成分提取-

线性判别分析（PCA-LDA）分析发现，早期鼻咽癌组织诊断的灵敏度为 80.8%，特异度为

84.6%，总体判别的准确度为 86.8%，晚期鼻咽癌组织诊断的灵敏度为 85.7%，特异度为 82.1%，

总体判别的准确度为 92.3%，具有较高的诊断准确率。 

结论  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技术可作为鼻咽癌诊断的辅助手段之一，在鼻咽癌筛查方面有巨大的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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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35 

233 例西北非高发区局部晚期鼻咽癌预后分析并最佳诱导化疗 

方案探索 

 
赵丽娜 许曼 王建华 罗山泉 周咏春 臧健 石梅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回顾性分析西北地区局部晚期鼻咽癌接受诱导化疗联合调强放疗同步化疗的疗效、失败模

式、不良反应及预后因素，探索最佳诱导化疗方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我科初诊初治的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 233 例，全部

接受诱导化疗联合调强放疗同步化疗患。患者祖籍均为我国西北，并长期居于此。kaplan-meier 法

计算总生存率（OS），无复发生存率（LRFS），无远转生存率（DMFS），无病生存率（DFS）

和亚组生存分析， COX 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  233 例患者中， PF 方案诱导化疗 26 例，TP 方案 129 例，GP 方案 59 例，其他方案 19

例。全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 36 月, 3、5 年 OS 为 84.5%、82.1%，LRFS 为 94.9%、9.1%，

DMFS 为 78.6%、68.3%，DFS 为 69.3%、65.0%。全组患者失败率 21.0%，远处转移是主要的

失败模式，占 17.2%。 多因素分析显示：咽后淋巴结转移和双侧颈部淋巴结转移是 OS 和 DFS 的

独立预后因素。和 PF 方案相比，GP 和 TP 方案诱导化疗可以显著提高 DFS (GP:HR=0.318, 95% 

CI= 0.139-0.728, P=0.007; TP: HR=0.514, 95% CI= 0.268-0.987,P=0.046)和 OS (GP:HR=0.151, 

95% CI= 0.041-0.557, P=0.005; TP: HR=0.371, 95% CI= 0.158-0.873,P=0.023)。 亚组分析显

示，和 PF 方案相比，TP 诱导化疗可以使男性、WHO III 分型、 T4、 N1、III 期, 咽后及双侧颈部

淋巴结转移的患者 OS 获益。和 TP 方案相比，GP 方案可使男性、双侧颈部淋巴结转移的患者 OS

获益。和 PF 方案相比，TP 方案可使 N1、III 期及咽后淋巴结转移的患者 OS 获益。全组患者耐受

性良好，未观察到Ⅳ度急性、晚期不良反应。 

结论  诱导化疗联合调强放疗同期化疗方案治疗西北非高发区局部晚期鼻咽癌疗效满意，安全性

好。和传统 PF 方案相比，GP/TP 方案诱导化疗可以显著提高患者 OS 和 DFS。和 TP 方案相比，

GP 方案也显示了改善患者生存的趋势。本研究提示：诱导化疗方案可能由传统的 PF 方案转变为

GP/TP 方案。该研究对非高发区鼻咽癌的―诱导化疗联合同步放化疗‖的治疗模式具有一定临床指导

意义。 

 
 
PA-036 

初治转移鼻咽癌患者 31 例生存及预后因素分析 

 
罗山泉 石梅 王建华 臧健 赵丽娜 许曼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通过对初始治疗即远处转移的鼻咽癌患者（M1）31 例的随访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其生存情

况及影响预后的因素。 

方法  病例排除标准: 1. 首程治疗前确诊转移的鼻咽癌患者； 2. 排除远处转移灶诊断依据不充分者

(Mx)；随访时间：2007 年 8 月---2016 年 5 月，随访内容：初始治疗前已经出现远处转移的鼻咽癌

患者，共 31 例。SPSS16.0 软件用于统计处理。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率计算。生存率差异

计算使用软件中的 Log-rank 法。使用软件中 Cox 回归模型法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诱导化疗方案：TP 方案 24 例（77%），TPF 方案 4 例（13%），GP 方案 3 例（10%）；

同期化疗：DDP 每 3 周方案 3 周期 1 例（3%），完成 2 周期 22 例（68%），完成 1 周期 5 例

（16%），其他方案 3 例（10%），未行同期化疗 1 例（3%）。分化型：7 例（22.6%），未分化

型：24 例（77.4%）；转移部位：多发肺转移：5 例（16.1），单发骨转移 3 例（9.7%），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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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转移 13 例（41.9%），单发肝转移 2 例（6.5%），多发肝转移 4 例（12.9%），多器官转移 4

例（12.9%）。肝转移癌患者中：8 例行局部治疗（4 例放疗，4 例射频），骨转移癌：2 例局部放

疗。其中死亡：13 例。治疗后 1,2,3 年 OS 分别为：85.6%，53.2%，38%，中位生存 24 月。 

1,2,3 年 PFS 分别为：67.6%，43.4%，34.7%，中位生存 15 月。多因素分析显示：针对 OS：1.

肝转移有统计学意义。2. N 分期接近有统计学意义。针对 PFS：1.贫血、肝转移有统计学意义。2.

辅助化疗接近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因素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2 例单发肝转移癌患者，转移灶局部

治疗后，病灶消失，长期存活。 

结论  1.多因素显示：OS 仅与肝转移相关，N 分期接近有统计学意义。PFS 与贫血、肝转移相关。

辅助化疗可能延长患者无进展生存。2.不同的诱导、辅助化疗方案及化疗周期数均未显示出明显差

异。3.肝转移癌患者预后相对较差。但是单发肝转移癌患者，转移灶局部治疗后病灶消失的，预后

较好。同样都是 M1 患者，预后差异较大。针对初治 M1 患者风险分层管理和治疗是未来研究的方

向。 

 
 
PA-037 

鼻咽癌患者的淋巴细胞亚群 CD4+/CD8+的预后预测价值 

 
王惠丽 黄晓东 吴润叶 王凯 刘清峰 张世平 曲媛 张烨 肖建平 易俊林 徐国镇 高黎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鼻咽癌患者放疗后局部复发或远转主要发生在放疗后 1－2 年，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评估放疗后

2 年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对鼻咽癌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中心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行调强放射治疗的鼻咽癌患者的外周血淋巴

细胞亚群水平，分别分析疗前及疗后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及其变化趋势与预后的关系，采

用 Kaplan－Meier 进行生存分析，并行 log－rank 检验，Cox 回归风险模型确定预后相关因素。 

结果  共 291 例病例纳入分析，其中 I 期 3 例（1.0%），II 期 28 例（9.6%），III 期 140 例

（48.1%），IVa/b 期 109 例（37.5%）。男性 219 例（75.3%），女性 72 例（24.7%），中位年

龄 48 岁（10 岁-88 岁）。56 例（19.2%）采用同步放化疗及靶向治疗，127 例（43.6%）采用同

步放化疗，36 例（12.4%）放疗同步靶向治疗，72 例（24.7%）为单纯放疗。中位随访时间 15 个

月，1 年无疾病进展生存率为 90.5%。分别对患者治疗前后及疗后的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水平进行

分析，单因素分析显示预后相关因素为：临床分期 (p=0.000)，治疗后 1-6 月的 CD4+/CD8+（p＝

0.018）、疗前 EBV DNA 数值（p＝0.013）。Cox 多因素分析显示只有临床分期（p=0.000，HR 

1.956, 95%CI，1.388-2.757）、治疗后 1-6 月 CD4+/CD8+是无进展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

（p=0.017, HR 0.330, 95%CI，0.133-0.818），≤ 0.43 的患者无进展生存明显低于 > 0.43 的病人

（1 年无进展生存率 84.5％vs 94.4％，p=0.004）。   

结论  疗后 1-6 月的外周血 CD4+/CD8+是可作为鼻咽癌患者评估预后的参考指标之一，该比值高者

预后相对更好。 

 
 
PA-038 

ExacTrac  X 线图像引导系统在头部肿瘤治疗的应用和质量控制 

 
应微 何友安 何勇 张德康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56 

 

目的  研究头部肿瘤在 ExacTrac X 线图像引导系统下的摆位误差以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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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随机选取 10 例行头部肿瘤放疗的患者，应用头膜和框架固定，红外线标记摆位后，采用

ExaeTrae X 线图像引导系统拍摄双侧斜位交叉 X 线射野照片，并与计划的数字重建射野图像进行

配准，得到 X(左右方向)、Y（头脚方向）、Z（腹背方向）三个方向的平移误差和旋转误差。 

结果  10 例患者采用 ExacTrac X 线图像引导系统摆位后测得 X、Y、Z 三个方向的平移误差和旋转

误差， ±S(mm) 分别为（0.57±0.24）mm、（0.68±0．19）mm、（1.54±0.29）mm、

（0.54±0．13）°、（0.60±0.23）°、（0.51±0．15）°，Z 轴方向误差稍大，其余各方向偏差之间

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 ExaeTrae X 线图像引导系统配合 6D 移动治疗床在头部肿瘤放射治疗是可行的，平移误

差均<2mm，旋转误差均<2°，均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可通过更换红外线球体、减少污染

红外线小球来进一步减小摆位误差，提高精度,为临床放疗提供质量保证. 

 
 
PA-039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pretreated serum lactate 

dehydrogenase level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mong 

Chinese population: a meta-analysis 

 
Zhang Mingwei

1
,Jinsheng Hong

1,2,3
,Li Su

1,2,3
,Wenlong Lv

1,2,3
,Weijian Zhang

1,2,3
 

1.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2.Key Laboratory of Radiation Biology（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jian Province University 

3.Fujian Key Laboratory of Individualized Active Immunotherapy 
 

Objectives  The aim of current study was to conduct a meta-analysis of all published studies to 
quantify the prognostic impact of pretreated serum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for Chinese population. 
Methods  The PubMed, Medline, Embase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for 
studies that assessed survival outcome and LDH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Overall survival 
(OS) was the primary survival outcome. 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 (DMFS) and Disease 
free survival (DFS) were secondary outcomes. The pooled hazard ratios (HRs), associated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95% CIs), were combined to calculate overall effects. The Cochran Q 
and I2 statistics were used to assess heterogeneity. When apparent heterogeneity was observed, 
sensitivity and meta-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explore its origin.  
Results  Sixteen studies, which included 14,803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current meta-
analysis to yield statistics. Overall, the pooled HR for OS in eleven eligible studies with high LDH 
level was 1.79 (95% CI = 1.47 to 2.12), the pooled HR for DMFS in nine eligible studies with high 
LDH level was 1.85 (95% CI = 1.48 to 2.22). Meanwhile, the pooled HR for DFS in five eligible 
studies with high LDH level was 1.63 (95% CI = 1.34 to 1.91). Egger‘s test and funnel plots 
revealed that the publication bias in the current meta-analysis was insignificant.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meta-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high pretreated LDH level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oorer OS, DMFS, and DFS, suggesting that pretreated LDH could 
sever as a prognostic factor in NPC among Chines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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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40 

雷替曲塞联合顺铂诱导化疗后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鼻咽

癌 II 期临床研究 

 
吴媛 魏学燕 周晓艺 徐红斌 韩光 李龙 毕建平 李莹 袁子龙 胡德胜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  鼻咽癌是我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最常见的头颈部恶性肿瘤之一，约 70%的患者确诊时为局部

晚期，治疗后约 30%的患者出现复发或远处转移。提高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疗效始终是研究的热

点，本研究拟通过单中心Ⅱ期临床试验，评价雷替曲塞联合顺铂诱导化疗后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局

部晚期鼻咽癌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入组有病理证实的Ⅲ-IVA-B 期（7th TNM）鼻咽癌患者。患者接受 2 周期雷替曲塞联合顺铂

方案诱导化疗后联合同步放化疗。化疗方案：雷替曲塞 2.5mg/m2，d1；顺铂 25mg/m2，d1-3；

Q21d。IMRT 处方剂量为：PGTV=7260cGy/33f/45d；PTV1=5940cGy/33f/45d；

PTV2=5610cGy/33f/45d。PGTVnd=6930cGy/33f/45d；PTVnd 高危=5610cGy/33f/45d；PTVnd

低危=5280cGy/33f/45d。以 RECIST 1.1 为疗效评价标准、CTCAE 4.03 为不良反应评价标准。 

结果  2015 年 8 月-2016 年 8 月共入组 53 例患者，其中男性 33（62.3%），女性 20（37.7%），

中位年龄 50.5 岁（49.7-53.0）。Ⅲ 期 26 例，IVA-B 期 27 例。除 1 例患者正在进行诱导化疗外，

其余 52 例患者均完成 2 周期诱导化疗。之后有 3 例患者退出治疗，2 例仅接受单纯放疗，1 例接受

1 周期同步化疗，1 例改用单药铂类同步化疗，尚有 6 例仍在同步放化疗中，现有 40 例患者

（75.5%）完成 2 周期诱导加 2 周期同步放化疗。 

鼻咽原发灶诱导化疗后、同步放化疗结束后 4 周和结束后 3 个月总的有效率（ORR=CR+PR）分

别为：41.3%、77.5%和 94.2%；颈部淋巴结病灶 ORR 分别为：65.7%、100%和 100%；鼻咽原

发灶+颈部淋巴结病灶 ORR 分别为：50%、90%和 97%。3/4 级不良反应，诱导化疗期间主要为：

白细胞减少（7.7%）、中性粒细胞减少（13.4%）、厌食（3.8%）、恶心（5.7%）、呕吐

（5.7%）。同步放化疗期间主要为：白细胞减少（34.1%）、中性粒细胞减少（26.9%）、恶心

（9.7%）、呕吐（9.7%）、体重下降（4.9%）、放射性皮炎（2.3%）。 

结论  雷替曲塞联合顺铂诱导化疗后联合同步放化疗方案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是安全有效的。

该方案能否为患者带来最终的生存获益期待后期随访证实。 

 
 
PA-041 

鼻咽癌调强放射治疗与快速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划剂量学比较 

 
赵环宇 时飞跃 秦伟 陈飞 陈丽丽 沈恩龙 茹正兴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肿瘤放疗中心 210006 

 

目的  比较鼻咽癌调强放射治疗(IMRT) 与快速容积旋转调强放疗(Rapid Arc)的计划方案，为临床鼻

咽癌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 20 例鼻咽癌患者，CT 增强扫描模拟定位后勾画 CTV，外扩 0.3cm 为 PTV；实施均分

9 野 IMRT 计划和单弧、双弧、3 弧 Rapid Arc 调强计划，95%剂量包括靶区，以 PTV 处方剂量

70.4Gy，分析各治疗计划靶区剂量分布与危及器官受限剂量，进行剂量学及治疗时间的对比研

究。 

结果  1. IMRT 调强计划适形指数及不均匀指数明显优于单弧，与双弧和 3 弧比较没有明显区别；2. 

各计划之间危及器官受量均低于参考受限剂量；3. 各计划之间照射体积（IV）未见明显区别；4. 

Arc 调强计划的机器跳数(MU）明显低于 IMRT 调强计划，因此 Arc 调强计划治疗时间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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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调强放射治疗(IMRT) 计划更符合鼻咽癌的治疗剂量要求，但快速容积旋转调强放疗(Rapid 

Arc)计划在缩短治疗时间、降低治疗时的机器跳数上具有优势。 

 
 
PA-042 

SUVmax 对复发鼻咽癌的预后评价研究 

 
罗丽

1,2
 沈群

1,2
 刘峰

2
 肖峰

2
 席许平

2
 

1.南华大学医学院 

2.湖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目的 评价标准化摄取值(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UVmax)对复发鼻咽癌患者的预后评估价

值。 

方法 选取本院 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经病理或影像学确诊为复发鼻咽癌的患者。患者治疗

前均行 18F-FDG PET/CT 及 CT 或 MRI 检查，并按中国 2008 鼻咽癌临床分期标准再分期。入组

患者 80 例，男 51 例，女 29 例，中位年龄 45 岁(31-68 岁)，随访时间满 36 个月者 30 例，中位随

访时间为 27 个月(范围：4-88 个月)，两次放疗间隔时间为 9-188 个月(中位时间 36 个月)。再分期

中 rT1、rT2、rT3、rT4 的患者分别为 6 例、10 例、40 例、24 例，rN0、rN1、rN2、rN3 的患者分

别为 60 例、16 例、2 例、2 例。临床分期 I、II、III、IV 的患者分别为 5 例、8 例、35 例、32 例。

均接受调强放疗，其中有 54 例行诱导化疗，45 例行同步化疗，12 例行辅助化疗。 

结果  1 年和 3 年 OS、DFS、LRFS、RRFS、DMFS 分别为 83.7%、72.7%、90.1%、91.7%、

80.8%和 33.6%、53.3%、81.7%、80.0%、67.7%。死亡 48 例，其中 7 例死于鼻咽大出血，20

例出现远处转移。单因素分析显示 SUVmax 与患者 OS 相关，其中 SUVmax＞8.85 组的 OS 明显

低于 SUVmax≤8.85 组。多因素分析显示 SUVmax 、rN 分期是 OS、DFS、DMFS 的独立预后因

素。 

结论  SUVmax＞8.85 组的 OS、DFS、DMFS 明显低于 SUVmax≤8.85 组。SUVmax 是影响

OS、DFS、DMFS 的独立预后因素。 

 
 
PA-043 

Subdivision suggestion of M1 category for synchronous 

metastasis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from incurable to 

potentially curable 

 
CHEN CHEN,ZHOU SHU,LIU SONGRAN,TAO YALAN,CHANG HUI,WANG XIAOHUI,ZHANG WENWEN,XIA 

YUNFEI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510060 

 

Backgroun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with synchronous metastasis make a very 
heterogeneous group with various overall survivals (OS). It is necessary to propose a subdivision 
suggestion of M1 category to distinguish potentially curable and incurable for 
synchronous metastatic NPC. 
Methods  Total 255 synchronous metastatic NPC patients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were analyzed. Diaphragm was taken as the boundary for subdivision design of M1 
category. Kaplan-Meier method with log-rank test and Cox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confirm 
the correlation of M1 subdivisions with OS. 
Results  Bone was the most common metastatic site (178 patients). Upper, lower and both sides 
diaphragmatic metastasis group consisted of 77, 50, and 128 patients with 5-year OS 41.6%, 
50.0%, and 37.5%, respectively. Comparisons showed no difference between upper and lower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24 

 

group (P=0.828), b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both sides and either upper (P=0.017) or 
lower group (P=0.045). Combining upper and lower side as single side,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OS rate (44.9%) than that of both sides group (37.5%) (P=0.005). Adjusted for age, sex, T 
and N categories, both sides group still showed significantly poorer OS than single side group 
(hazard ratio=1.56, P=0.007). Bone metastasis had the better OS than lung (P=0.015) or liver 
(P=0.030) metastasis in single side group,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other organ 
metastasis in both sides group. 
Conclusion  We proposed a subdivision of M1 category with single side diaphragmatic 
metastasis as M1a and both sides diaphragmatic metastasis as M1b subcategories. Whether 
taking bone metastasis into separately consideration still need further discussion.  
 
 
PA-044 

基于锥形束 CT 研究鼻咽癌调强放疗期间自适应放疗计划时机 

 
沈群 

湖南省肿瘤医院 410013 

 

目的 通过每周千伏级锥形束 CT(cone 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CBCT）观察鼻咽癌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患者调强放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过程中肿瘤及危及器官的体积及剂量学变化，研究自适应放疗（adaptive radiation therapy, 

ART）最佳干预时间。 

方法 选取 10 例局部晚期（Ⅲ、Ⅳ期）鼻咽癌患者，对患者放疗 0 次、5 次、10 次、15 次、20

次、25 次、30 次后实施 IGRT，获取的图像分别定义为 CT1、CT2、CT3、CT4、CT5、CT6、

CT7。在 CBCT 上勾画靶区及脑干、脊髓、腮腺等危及器官，计算 GTVnx、GTVnd、脑干、脊髓

及腮腺的体积。将 CT1-CT7 的靶区拷贝至定位 CT(CT0)的计划 Plan0 上，重新计算生成 Plan1-

Plan7。通过比较靶区、危及器官的体积变化及 Plan0 在实际靶区 CT1-CT7 上的真实剂量分布，找

到体积及剂量变化最显著的时间点。 

结果 治疗计划完成时，10 例患者 GTVnx、GTVnd、腮腺体积有不同程度缩小，有统计学意义

（p<0.05）,脑干及脊髓体积无统计学差异；GTVnx、GTVnd 的 D95 较治疗计划增加，但无统计学

差异，脑干、脊髓 Dmax、Dmean 无统计学差异，双侧腮腺 V30 及 V26 在第 5 周出现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在 IMRT 过程中，患者出现腮腺缩小、轮廓改变，在第 5 周最明显。GTVnx、GTVnd、脑

干、脊髓相关各项剂量学指标无明显变化，腮腺剂量增加明显。 

 
 
PA-045 

ATM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鼻咽癌易感性及复发的相关性研究 

 
屈艳丽

1
 于洪

1
 赵玉霞

2
 孙德宇

1
 陈广军

3
 刘丹

2
 白露

4
 

1.辽宁省肿瘤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3.辽宁边防总队医院 

4.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ATM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鼻咽癌易感性与复发的关系。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采集来自辽宁地区不同医院的鼻咽癌病人 193 例，正常人群 231 例静脉

血，氛氯仿法提取基因，Taqman real-time PCR 方法及 SDS 软件对 ATM 基因型进行分型。

SPSS13.0 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以 χ2 检验比较 SNPs 基因型在病例与对照之间分布的差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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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及 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ATM126713 位点的各基因型与鼻咽癌易感性不相关，P 值 0.075, OR 值 

1.456 95%CI 为 0.963-2.199。但 ATM126713 位点的杂合基因型（G/A）经校正年龄性别吸烟状

态后显示与鼻咽癌易感性相关，P 值 0.024，OR=1.636，95%CI 为 1.067-2.509。ATM126713 位

点各基因型与鼻咽癌复发不相关，OR=1.474 95%CI =0.545 – 3.988 

结论  ATM126713 位点 G/A 杂合型基因是鼻咽癌风险基因型，ATM126713 位点各基因型与鼻咽癌

复发无相关性。 

 
 
PA-046 

局部中晚期鼻咽癌调强放疗同步化疗后急性放射性口腔粘膜炎的

预测因素分析 

 
李凯新

1
 辛培玲

1
 陈媛媛

2
 陈明

2
 

1.福建省泉州市第一医院 

2.浙江省肿瘤医院 

 

目的 通过前瞻性分析资料齐全的同期放化疗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的剂量学及临床相关因素，寻找

出急性放射性口腔粘膜炎的预测因子。 

方法 对连续入组的 92 例局部晚期鼻咽癌调强放疗同步化疗病人采用 RTOG 评分标准进行急性放

射性粘膜炎评分，定义评分≥3 为重度放射性粘膜炎。获取临床资料，从调强放疗计划系统获取病

人的体积剂量直方图（DVH）剂量学参数信息。对可能预测重度粘膜炎的因素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全组病人重度急性放射性口腔粘膜炎的发生率为 20.7%（19/92），体重下降和 V30 是重度粘

膜炎的独立相关因素（p 值分别为 0.017 和 0.003）。ROC 曲线分析显示 V30 诊断重度 ROM 的阈

值为 73.155%（灵敏度：0.842，特异度：0.671），ROC 曲线下面积：0.753（p=0.001）。 

结论 体重下降和 V30 是重度粘膜炎的预测因素。 

 
 
PA-047 

IGF-1R 抑制剂 OSI-906 抑制 IGF 介导的鼻咽癌细胞的增殖和 

放疗抵抗 

 
赵明 王喆 王福光 鞠再双 李贺明 谢敏 王若雨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  鼻咽癌是最常见的头颈部恶性肿瘤，放疗是其首选。以生长因子受体为靶向的药物增强了多

种恶性肿瘤的放射效应。本研究目的是探讨 IGF-1R 抑制剂 OSI-906 对鼻咽癌放射增敏的作用机制 

方法  Western blot 检测 X 线照射(IR)后 5 种鼻咽癌细胞 pIGF-1R 的基础表达水平；MTT 实验观察

IGF、OSI-906 以及 IGF 联合 OSI-906 后对细胞增殖的影响；Western blot 检测 IR、IGF、OSI-

906、IGF 联合 OSI-906、OSI-906 联合 IR 后 IGF/IGF-1R 信号通路和相关蛋白的活化情况和 OSI-

906、IGF、OSI-906 联合 IGF 对 X 线照射鼻咽癌细胞 DNA 断裂的影响；细胞克隆形成实验观察

IGF、OSI-906 以及 OSI-906 联合 IGF 后细胞克隆形成的差异；FACS 检测 OSI-906、IR，OSI-

906 联合 IR 后细胞周期和凋亡情况。以上数据采用 GraphPad Prism 5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在鼻咽癌细胞系中，pIGF-1R 表达水平不同，其中 CNE-2、SUNE-1 属中游水平，作为本研

究对象。MTT 结果显示，IGF 促进鼻咽癌细胞增殖，OSI-906 抑制细胞增殖，OSI-906 逆转 IGF 的

作用；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IR、IGF 激活 IGF/IGF-1R 信号通路，pIGF-1R、pAKT、pERK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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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增高，OSI-906 抑制 IGF/IGF-1R 信号通路，pIGF-1R、pAKT、pERK 表达降低，OSI-906 逆转

IGF、IR 的作用；OSI-906 联合 IR 比单独 IR 明显增加 DNA 双链断裂标志物 γ-H2AX 的表达水

平，IGF 联合 IR 比单独 IR 显著地降低 γ-H2AX 的表达，增加 DNA 损伤的修复，而 OSI-906 可以

逆转 IGF 的修复作用；克隆形成实验结果显示，IGF 提高鼻咽癌细胞的生存数，而 OSI-906 明显

降低细胞的生存数并且逆转 IGF 的促生存作用；细胞周期结果显示，单独应用 OSI-906、IR 后细

胞 G2/M 期比例增加不明显，而 OSI-906 联合 IR 后显著增加细胞 G2/M 期比例；单独应用 OSI-

906、IR 促进细胞凋亡，OSI-906 联合 IR 后进一步增加细胞凋亡。 

结论  OSI-906 增加鼻咽癌放射敏感性，其机制可能与抑制细胞信号通路的激活、减少 DNA 损伤的

修复、改变细胞周期、促进细胞凋亡、诱导细胞基因组不稳定性有关。 

 
 
PA-048 

老年鼻咽癌患者调强放疗的疗效及预后分析 

 
苗菁菁 肖巍魏 王琳 吴海军 朱曼依 韩非 邓小武 郭翔 赵充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510060 

 

目的  随着我国平均寿命延长及老年鼻咽癌发病率提高，老年鼻咽癌患者人数逐年增加。本研究旨

在分析老年鼻咽癌患者调强放疗疗效及影响预后因素，同时探讨同步放化疗在局部中晚期老年患者

中的作用。 

方法  对 2001 年 6 月至 2012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根治性 IMRT±同步化疗的 254 例初治无转移且年

龄≥60 岁的老年鼻咽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将 247 例 II-IVb 期（UICC 7th）患者分为单纯放疗

组（89 例）和同步放化综合治疗组（158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基础资料及疗效。计数资料

采用卡方检验，局部区域无复发生存率（loco-regional recurrence free survival，LRRFS）、无远

处转移生存率（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DMFS）、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及

疾病特异性生存率(disease specific survival，DSS)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组间差异采用

Logrank 法比较；多因素生存分析采用 Cox 回归分析法。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 87.13 个月。治疗失败和死亡分别为 47 和 63 例，远处转移占 74.5%和

50.8%；全组 5 年 LRRFS、DMFS、OS 及 DSS 分别为 92.7%、86.2%、75.1%及 78.4%。多因

素分析结果显示，T 分期和 N 分期均是 DMFS、OS 和 DSS 的独立预后因素，T 早期和 T 晚期患

者的 5 年 DMFS、OS 和 DSS 分别为 93.9% vs 82.1%，86.5% vs 69.3%，86.5% vs 74.2%

（P<0.05），N 早期和 N 晚期患者的 5 年 DMFS、OS 和 DSS 分别为 89.2% vs 73.4%，80.1% 

vs 55.4%，83.1% vs 59.8%（P<0.05）。在局部中晚期老年鼻咽癌患者中，同步放化疗组 T 晚期

患者比例明显高于单纯放疗组，余资料无差异；两组 5 年 LRRFS、DMFS、OS 和 DSS 分别为

94.1% vs 91.9%， 85.9% vs 85.3%，78.8% vs 71.3%，81.4% vs 75.4%（P>0.05）。 

结论  老年鼻咽癌患者接受调强放疗疗效较常规放疗明显提高，远处转移仍是治疗失败和死亡的主

要原因，T 晚期和 N 晚期患者疗效较差。同步放化疗在局部中晚期老年鼻咽癌患者中的作用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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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49 

鼻咽癌放疗同步西妥昔单抗靶向治疗与同步顺铂化疗 回顾性配

对分析 

 
吴昕 刘磊 李平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610041 

 

研究目的   回顾性的配对分析比较鼻咽癌患者同步西妥昔单抗与同步顺铂化疗的疾病进展时间

（PFS）和总生存（OS），并分析两组的毒副作用和预后因素。 

研究方法  纳入 2008 年到 2012 年在我科治疗的鼻咽癌，采取放疗同步爱必妥组患者有 56 例，在

同期放疗同步顺铂组的 420 名患者中，以年龄、性别、分期、ECOG 评分配对纳入 56 例。行新辅

助化疗 TPF 方案 2 周期， 紫杉醇 150mg/m2d1+DDP25mg/m2d1-3+5-fu 600mg/m2 d1-5。放疗

采用调强放射技术，剂量 70-74GY/33 次。放疗期间同步爱必妥组，方案为：爱必妥 400mg/m2 第

一次，250mg/m2 第 2-8 次。同步顺铂组，方案为：DDP 25mg/m2d1-3, 每 3 周化疗一次。 

研究结果  1、两组配对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分期、ECOG 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两组均一性

高。 

   2、放疗同步西妥昔单抗组（C225 组）与同步顺铂组（DDP 组）比较， 平均 PFS 60.888 月

（95% 55.156-66.620）VS 61.838（95% 55.666-68.010），3 年 PFS: 82.1% VS 80.3%，5 年

PFS 74.6% VS 73.5%。P=0.953。放疗同步爱必妥组与同步顺铂组比较，平均 OS 66.826 月

（95% 63.023-70.628）VS 67.239 月（95% 62.712-71.766），3 年 OS：92.9% VS 92.8%，5 年

OS 79.5% VS 79.3%，P=0.797。 

   3、两组毒副作用分析 

   两组比较：血液学毒性如 WBC、PLT、HB，消化道毒性如呕吐等，DDP 组较大。皮疹和黏膜炎

以 C225 组较大。肝肾功毒性 2 组无差异。体重下降无明显差异。 

   4、预后分析：患者的性别、年龄、分期、组别以及毒副作用（白细胞、血红蛋白、黏膜炎、呕

吐、体重），筛选预后相关生存分析。 

研究结论  鼻咽癌患者同步西妥昔单抗与同步顺铂化疗的疾病进展时间（PFS）和总生存（OS）无

统计学差异。 顺铂组血液学毒性如 WBC、PLT、HB，消化道毒性如呕吐等较大，C225 组皮疹和

黏膜炎以较大。C225 组皮疹及黏膜炎的严重程度与预后正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ECOG、分

期、WBC、HB、呕吐与预后相关。 

 
 
PA-050 

鼻咽癌放疗中照射剂量重复性的实时测定 

 
王玉龙

1
 蔡方

1
 冯炎

2
 潘自强

2
 

1.山西省太原市中心医院肿瘤科 

2.复旦大学医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目的  通过对鼻咽癌放疗中鼻咽双侧野剂量的实时测定，确保患者精确、安全、有效地接受放疗。 

方法  采用 Van Dam 和 Marinello 以及 Lenunens 推荐的方法，应用 TLD 系统，对 33 例鼻咽癌放

疗患者鼻咽双侧野（n=990 野次）进行放疗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入射剂量和靶区剂量的实时测定，

了解与处方期望剂量的一致性，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结果  Dmes,entrance/Dexp,entrance 与 Dmes,target/Dexp,target 的比值: 放疗前、中、后期分别

为 101.21±2.14cGy、100.90±3.19cGy、99.81±3.00cGy 与 102.81±2.40cGy、97.34±5.30cGy、

103.60±2.75cGy，二者放疗前、中、后三组间差异比较方差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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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鼻咽癌放疗剂量精确度较高,重复性好，安全、精确、有效,该测量方法简便、高效、易行，适

用于基层单位推广。 

 
 
PA-051 

鼻咽癌放疗中剂量实时测定的临床分析 

 
王玉龙

1
 蔡方

1
 冯炎

1
 潘自强

1
 夏君定

1
 

1.山西省太原市中心医院 

2.复旦大学医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目的  了解鼻咽癌放疗中实测剂量与处方期望剂量的一致性，确保患者精确、有效、安全地接受放

疗。 

方法  采用 Van Dam 和 Marinello 以及 Lenunens 推荐的方法，应用 TLD 系统，对 33 例鼻咽癌患

者鼻咽双侧野、鼻前野和颈部切线野分别进行 228 野次、41 野次和 17 野次的剂量实时测定，所有

测量结果用 Dmes/Dexpect 比值频数分布直方图分析,并对其进行 Gaussian Curve 性偏度与峰度检

验、D 检验。 

结果  228 个鼻咽双侧野 Dmes,entrance/Dexp,entrance 和 Dmes,target/Dexp,target 比值频数分布

直方图为 Gaussian 分布,峰值分别右移 0.4%±2.4%和 5.1%±3.1%,P<0.05。41 个鼻前野和 17 个双

颈切线野 Dmes,entrance/Dexp,entrance 比值频数分布直方图也呈 Gaussian 分布, 峰值分别左移-

4.4%±4.3%和-8.7%±5.3%,P<0.05。 

结论  鼻咽癌双耳侧野放疗剂量精确度较高,鼻前野及颈部切线野放疗需分别补偿靶剂量的 4.4%和

8.7%，若参照非定位 CT-TPS 靶剂量有可能比实际剂量低 9.1%。 

 
 
PA-052 

鼻咽癌复发患者调强放疗的临床疗效分析 

 
肖天林 

湖北省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鼻咽癌复发患者治疗较困难，本研究应用调强适形放疗(IMRT)治疗复发的鼻咽癌，评价疗效

及不良反应，并进行相关临床预后因素分析。 

方法  将 2010 年 6 月—2015 年 9 月襄阳市中心肿瘤医院收治的 78 例原放疗区域再次局部复发的

鼻咽癌患者进行临床研究。 

结果  至 2015 年 9 月，全组患者 5 年总生存率、无进展生存率、局部无复发生存率及无转移生存

率分别为 51%、46%、50%及 52%。随访期间死亡 39 例。有 14 例患者出现不同部位 3～4 级的

不良反应。 

结论  IMRT 为复发性鼻咽癌比较有效的治疗方式，能更好地增加局控并有效提高生存率，但高剂

量的再次放疗易导致鼻咽黏膜坏死和大出血，多数患者因此突然死亡；且再次放疗后部分患者后遗

症较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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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53 

CBCT  图像引导下 SBR 治疗鼻咽癌肺寡转移灶的临床疗效研究 

 
陈志萍 李国庆 吴新生 

江西省肿瘤医院 330029 

 

目的 评价 CBCT 图像引导技术下 SBRT 治疗鼻咽癌肺寡转移灶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江西省肿瘤医院接受 CBCT 图像引导下 SBRT 治疗鼻咽癌肺

寡转移患者 8 例,中位年龄 45 岁。男：女为 5:3，病灶为周围型 5 例，中央型 3 例，病灶最大径 

1.2-2.5cm(中位 1.5cm)，患者取仰卧位，头颈肩面罩或真空负压袋固定，平静呼吸状态下 4D-CT 

扫描，采集 10 个呼吸时相的 CT 图像，分别勾画出相应的 GTV，在 average CT 图像上融合 10 

个呼吸时相的 GTV 成 ITV,ITV 外放 5mm 为 PTV. 计划要求 80%等剂量曲线包绕 PTV 边缘，每次

照射剂量 5.0 - 

12.5Gy,隔日 1 次,中位照射次数 8 次(4 - 10 次)，BED 92.5 - 105.6Gy(中位 98Gy，α /β 值取 10)。

照射前行 KV 级 CBCT 扫描并在线配准。 

结果  中位随访 8.9 个月(3.2 - 17.6 个月),8 例患者均安全完成放疗,总有效率为 100%。其中 CR 3 

例(37.5%),PR 5 例(62.5%),无 SD/PD 患者,放射性肺炎为 1-2 度。1 年局部控制率及总生存率分别

为 100%和 100%。 

结论  CBCT 图像引导下 SBRT 治疗鼻咽癌肺寡转移灶近期疗效佳,毒副反应小,远期疗效有待进一

步随访。 

 
 
PA-054 

调强放疗对鼻咽癌患者甲状腺功能的影响 

 
许昀 陈碧娟 郭巧娟 林少俊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探讨鼻咽癌患者调强放射治疗后早期甲状腺功能的变化情况，为甲状腺功能保护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13.10-2014.12 251 例经福建省肿瘤医院首诊、经病理证实、排除基础甲状腺疾病且

接受 IMRT 治疗的鼻咽癌患者。分析对比放疗前后 TT3 和 TT4 水平。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用分别

对比全组及 N3 组放疗前后的 TT3 和 TT4 水平差别。 

结果  全组患者治疗前、后 TT3 分别为 1.83IU/L、1.69IU/L，治疗前、后 TT4 分别为 124.66IU/L、

127.23IU/L。其中 150 例（59.8%）治疗后 TT3 下降，变化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1）。N3 组

放疗后血清 TT3 及 TT4 均明显降低（P 值分别为 0.043、0.032）。 

结论  IMRT 模式下，鼻咽癌患者放疗结束时甲状腺激素降低，N3 者尤为明显。N3 患者可运用

VMAT/Tomotherapy 等技术降低甲状腺照射剂量，且应早期监测甲状腺激素水平，发现问题及早干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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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55 

Benefit of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gastrostomy in 

patients undergoing definitive chemoradi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XU YUN,GUO QIAOJUAN,LIN JIN,CHEN BIJUAN,LU TIANZHU,LIN SHAOJUN 

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350014 
 

Background and aim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percutaneous endoscopic gastrostomy (PEG) 
tube on nutritional status, treatment-related toxicity, and treatment tolerance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underwent chemoradiotherapy. 
Patients and methods  We enrolled 133 consecutive non-metastatic NPC (III/IV stage)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with prophylactic PEG feeding before the initiation of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CRT) between June 1, 2010 and June 30, 2014. Meanwhile, another 133 
non-PEG patients, who were matched for age, gender, and TNM stage, were selected as 
historical control cohort. Weight and nutritional status changes from pre-radiotherapy to the end 
of radiotherapy were evaluated, treatment tolerance and related acute toxicities were analyzed as 
well.   
Results  We found that significantly more paitents (91.73%) in the PEG group could finish two 
cycles of CCRT,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non-PEG group (57.89%) (P <0.001). We also 
indicated that more patients (50.38%) in the non-PEG group experienced weight loss of ≥5%, 
while the phenomenon was only found in 36.09% patients in PEG group (P =0.019). In addition, 
the percentage of patients who lost ≥10% of their weights was similar percentag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Changes of albumin and pre-albumin levels during radiotherapy in the non-PEG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btained for the PEG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values of 
0.023 and<0.001,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patients in the PEG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incidence of grade III acute mucositis than those in the non-PEG group (22.56% vs. 
36.84%, P = 0.011). Tube-related complications was only occurred in 14 (10.53%) patients in the 
PEG group, including incision infection of various degrees.   

Conclusion  PEG and intensive nutrition support may help minimize body weight loss，
maintain nutritional status, and offer better treatment tolerance for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NPC underwent CCRT. 
 
 
PA-056 

鼻咽癌单侧颈淋巴结转移患者调强放疗对侧颈部临床靶区优化的

可行性研究 

 
陈薇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评估鼻咽癌单侧颈部淋巴结转移患者调强放疗其对侧颈部临床靶区优化的安全性，以及对颌

下腺、腮腺及甲状腺剂量的影响，为鼻咽癌调强放疗靶区优化的可行性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67 例初治鼻咽癌调强放疗患者，其中优化组 32 例仅出现单侧颈部淋巴结转移的患者，

其对侧颈部行 IB 区/IIB 区/IV 区范围和/或剂量的优化，而对照的非优化组 35 例患者采用 RTOG 

0225/0615 的勾画标准设计双侧颈部 CTV，在 TPS 计划系统上测量颌下腺、腮腺及甲状腺的放疗

剂量参数，比较优化组与非优化组颌下腺、腮腺及甲状腺剂量参数的差异，并以 Kaplan－Meier 法

进行生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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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与非优化组相比单侧颈部临床靶区优化组 2 年局部区域控制率、疾病无进展生存率及总生存

率均无统计学差异。优化 IB 区可以显著降低颌下腺剂量；优化 IIB 区上部可以显著降低腮腺的剂

量；优化 IV 区可以显著降低甲状腺剂量（P＜0.05）。 

结论 对于仅有单侧颈部淋巴结转移鼻咽癌患者的调强放疗可行对侧颈部临床靶区的优化，从而降

低了至少一侧的颌下腺、腮腺及甲状腺的剂量，以期提高患者的远期生存质量。 

 
 
PA-057 

电子纤维鼻咽镜检查超声雾化吸入利多卡因麻醉效果观察 

 
龚君 

江西省肿瘤医院 330029 

 

目的  观察利多卡因雾化吸入用于电子纤维鼻咽镜鼻咽喉表面麻醉效果。 

方法  年龄 20 岁~80 岁，男女不限。选择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期间电子纤维鼻咽镜检

查的 100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情绪稳定后，使用 2.0%利多卡因注入到超声雾化机内给予患者行雾

化吸入表面麻醉。表面麻醉后进行电子纤维鼻咽镜检查，同期选择 100 例需要行电子纤维鼻咽镜检

查的患者作为对照组使用传统的麻醉方法是喉头喷雾器进行咽喉部及鼻腔黏膜表面麻醉后行电子纤

维鼻咽镜检查。记录两种麻醉方法达到有效麻醉时间，并对 2 组不同麻醉方法的麻醉效果进行比

较。 

结果  观察组（超声雾化麻醉麻醉）效果优良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使用喉头喷雾器麻醉）

(P<0．05)，严重呛咳程度明显降低(P<0．01)；观察组和对照组的麻醉优良率分别为 94％和

79．51％，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利多卡因超声雾化表面麻醉操作易掌握，具有麻醉效果，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PA-058 

Effectiveness of Cetuximab concurrent with 

chemoradiation after induction chemotherapy in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ed analysis. 

 
Wu Lirong,Xu Jianhua,He Xia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The Affiliated Jiangsu Cancer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10029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CR) regimen is identified as the 
standard treatment in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LA-NPC). Cetuximab in 
combination with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and chemoradiation is a feasible strategy 
against LA-NPC. The objective of this investigation is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ious and 
toxicities of cetuximab concurrent with CR after induction chemotherapy (IC) and CR after IC in 
LA NPC. 
Materials and methods  Totally, 684 LA-NPC patients who underwent IC and CR with or without 
cetuximab were included, and 75 LA-NPC patients underwent IC and CR with cetuximab. 
Patients in both treatment arms were matched us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at the 
ratio of 1:2. Failure-free survival (FFS), overall survival (OS), 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 
(DMFS) and locoregional relapse-free survival (LRFS) were assessed with Kaplan-Meier method, 
log-rank test and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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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fter matching, 225 patients were identified for the analysis(75 underwent IC and CR 
with cetuximab and 150 without cetuximab). In univariate analysis, compared with IC and CR, IC 
and CR with cetuximab was associated with a relatively good Failure free survival (3-year FFS, 
83.7% vs 72.0%, P=0.036), Locoregional relapse free survival (3-year LRFS, 98.6% vs 90.2%, 
P=0.034), and improved Overal survival (3-year OS, 91.2% vs 86.3%, P=0.237). Meanwhile, 
among patients with T4N1-2M0 and stage IVb, IC and CR with cetuximab significantly prolonged 
the 3-year FFS(79.9% vs 61.5%, P=0.044); and marginally improved OS in stage IVb patients (3-
year OS, 91.7% vs 68.8%, P=0.178).  
Conclusions  In this propensity matched study,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tients could benefit from cetuximab concurrent with chemoradiation after induction 
chemotherapy on the whole, especially for patients with stage IVb, as compared with induction 
chemotherapy and chemoradiation. 
 
 
PA-059 

单纯同期放化疗以及联合新辅助或辅助化疗在局部晚期鼻咽癌中

的疗效比较：前瞻性临床随机对照研究的贝叶斯网络 meta 分析 

 
鱼红亮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1100 

 

目的  局部晚期鼻咽癌治疗中同期放化疗外联合新辅助化疗或辅助化疗是否有明显临床获益并不清

楚，本文对目前已发表的随机对照研究进行贝叶斯网络 meta 分析。 

方法  通过贝叶斯网络 meta 分析方法对已发表的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对单纯

同期放化疗，联合新辅助化疗和联合辅助化疗的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 OS)、局部复发率

(localregional recurrence rate, LRR)以及远处转移率(distant metastasis rate, DMR)进行比较。生

存结果以危害比（hazard ratio, HR）比较，复发率以危险比(risk ratio, RR) 比较。 

结果  11 项研究共 2626 名患者纳入研究。与单纯同期放化疗相比，新辅助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未

能显著延长总生存和改善局部复发率及远处转移率[OS:HR = 0.67, 95% credible interval (CrI) 

0.32-1.18; LRR: RR = 1.79, 95% CrI 0.80-3.51; DMR: RR = 1.79, 95% CrI 0.24-1.04]。而同期放

化疗联合辅助化疗亦未能显著延长总生存和改善局部复发率及远处转移率[OS: HR = 0.99, 95% CrI 

0.64-1.43; LRR: RR = 0.78, 95% CrI 0.43-1.32; DMR: RR = 0.85, 95% CrI 0.57-1.24]。 

结论  综合分析目前已发表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结果资料，对于局部晚期鼻咽癌，同期放化疗

额外加入新辅助化疗和辅助化疗并未显著提高总生存，未能改善局部复发率和远处转移率。患者个

体化治疗方案的选择仍需进步探索。 

 
 
PA-060 

鼻咽癌治疗策略的评估与实施 

 
夏云飞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510060 

 

   作者总结了中山大学肿瘤医院近 50 年鼻咽癌放射治疗的结果，提出鼻咽癌四种放射治疗相关的

分型：I 型，放射敏感不易转移型；II 型，放射抗拒不易转移型；III 型，放射敏感易转移型；IV，

放射抗拒易转移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总结了 2000 年-2004 年在中山大学肿瘤医院调强治疗

的患者，提出了基于临床分期和 EBV-DNA 拷贝数的鼻咽癌预后指数， 5 年生存率达于 85%属于

预后良好组（I）组：包括 UICC I 期、II 期、和非 T3N2 的 III 期，及 EBV-DNA 小于等于十的 2 次

方；5 年生存率在 85%~50%之间属于预后中等组（II 组）：包括 T3N2 的 III 期和非 M1 的 IV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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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存活率在 50%以下的属于预后较差组（III 组）：包括 M1 期和 EBV-DNA 拷贝数大于十的 4 次

方 N2-N3 的 III~IV 期。在治疗目的上，我们提出了三个阶段，即诱导缓解、强化巩固和巩固维持。 

在治疗策略上，我们提出了三种治疗方案，即预后良好组采用单纯调强放射治疗；预后中等组采用

同期化疗和调强治疗；预后较差组采用系统治疗为主局部区域病灶的放射治疗加或不加其他局部治

疗手段的治疗。在放射治疗的方法上，我们提出在调强放疗剂量 2270cGy/10 次时，给予 CT-Sim

检查评价疗效。当肿瘤达到缓解时，放疗总剂量减少到 5221-5902cGy/23-26 次；当肿瘤缩小小于

25%或不变时，在常规调强放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 GTV 的 Boost 照射，总剂量为 2270cGy/10 次

+4800cGy/20 次。另外，对于预后中等组和预后较差组，在放疗后给维持口服化疗 5 年。对于复

发转移的患者给予持续静脉泵注恩度加低剂量 5-Fu 化疗 6 个疗程，每个疗程用药 1 个月，休息一

个月；前三个疗程加或不加低分割低剂量的放射治疗。文章中将呈现出一些临床治疗的典型病例和

报道我们所开展的临床试验的设计方案和阶段数据。 

 
 
PA-061 

腮腺分区勾画方法对鼻咽癌调强计划的影响 

 
韩璐 鞠忠建 杜镭 马生虎 孙晓圆 张露 杨丰蔚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572013 

 

目的  如何降低腮腺损伤一直是鼻咽癌放疗中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腮腺分区勾画

方法  将腮腺分为干细胞集中区(腮腺靠前部外侧侧区域)和其他区，探讨其对腮腺受量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2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解放军总医院医院海南分院接受调强放疗的鼻咽癌患者

55 例，基于 Philips Pinnacle9.2 计划系统，设计两套放疗计划进行对比：一是未进行腮腺分区勾

画的常规计划（Plan REF），作为对照；二是进行本腮腺分区勾画、并对腮腺干细胞区域给予特

殊剂量限制的计划（Plan SP）。对比两套计划下靶区和正常器官的剂量分布，特别是腮腺的剂量

体积分布。 

结果  两套计划均符合 RTOG0615 的剂量限制要求，相比于 Plan REF，Plan SP 得到了类似的靶

区剂量分布，且周围相关危机器官（腮腺除外）也无明显差别。此外，对于腮腺，Plan SP 表现出

了明显的剂量优势，降低整个腮腺的平均辐射剂量、V20 及>50Gy 的体积，特别对于腮腺干细胞集

中区域，降低了约 25%的平均剂量，V20 以及 V40 也都取得了较理想的结果。 

结论 腮腺分区勾画能明显降低鼻咽癌放疗中腮腺的受量，特别是腮腺干细胞集中区域的受量，使

干细胞集中区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该方法在鼻咽癌调强放疗中有一定推广应用价值。但此方法是否

能确实降低鼻咽癌放疗中腮腺的损伤，以及能多大程度上降低腮腺的损伤，尚有待相关临床试验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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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62 

鼻咽癌预后模型的再验证 

 
李晓惠 常晖 陶亚岚 王晓慧 张文文 陈晨 夏云飞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510300 

 

研究目的  我们的前期研究，将血常规指标和 TNM 分期结合，建立了一个新的鼻咽癌评分预后模

型，其预后预测效能被证实优于鼻咽癌。本研究的目的，即通过一项前瞻性研究，对该模型的正确

性及优越性进行再验证。 

方法  249 名确诊非转移鼻咽癌的患者被纳入一项 863 计划项目（编号：2006AA02Z4B4）。每名

患者的血常规指标均被记录，并且代入血常规相关预后模型，计算其预后指数（PI）。根据预后指

数，患者被分入具有不同死亡风险的分组：低危、中危、高危组。然后，分别计算每名患者的 5 年

疾病特异生存率（DSS）、无局部复发生存率（RFS）、无远处转移生存率（MFS），并且通过对

数秩检验比较三组生存率的差异。最后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的曲线下面积

（AUC），比较其与 TNM 分期的预测效能。 

结果  高危组患者的 5 年 DSS 较之中危组（62.2% vs. 79.1%, P = 0.005）、低危组 （62.2% vs. 

96%, P < 0.001）明显降低. 中危组 5 年 DSS 亦差于低危组（79.1% vs. 

96%, P = 0.049）。血常规预后模型的 AUC 大于 TNM 分期（0.702 vs. 

0.661, P < 0.001）。 

结论  该血常规相关预后模型被再次证实，可以准确预测鼻咽癌 5 年 DSS，而且预测效能优于

TNM 分期。 

 
 
PA-063 

局部失败鼻咽癌的治疗进展 

 
刘松然 周树 李文斐 常晖 陶亚岚 王晓慧 张文文 陈晨 曲辰 刘珊 蔡焕哲 冯国开 李晓惠 易炜 夏云飞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510060 

 

     鼻咽癌经一线放化疗后局部失败率 10%-30%. 联合应用 MRI 和 PET-CT 随访检查，有利于早期

发现局部失败和远处转移。局部失败包括残留与复发，两者治疗策略相似，残留患者的治疗反应及

预后均优于复发。再程治疗尚无一致结论，目前以局部治疗为主，手术和放疗是主要的治疗手段。

rT 分期是最重要的独立预后因素。rT1-2 患者预后优于 rT3-4 者，手术及放疗的疗效也更好。切缘

状态是挽救术的重要预后因素。对于 rT1-2 以及经过选择的 rT3 患者，手术切除率较高。对于合并

严重放疗并发症的患者，挽救性手术是重要的局部治疗手段。挽救术未能全切的患者，需要放疗等

后续治疗。再程放疗推荐 IMRT 技术。rT1-2 等病灶局限者可选用立体定向放疗或近距离放疗，局

控较好且副反应较低。常规放疗总剂量高于 60Gy 者局控较好，但副反应较重。严重副反应主要是

鼻咽坏死和放射性颞叶坏死。局部失败鼻咽癌的粒子放疗尚待临床试验结果。系统治疗包括化疗、

生物免疫治疗等。相关研究的样本量小而且均未发现明显的临床获益。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常用于

合并远处转移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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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64 

沉默 SHP2 基因对鼻咽癌 CNE-2R 细胞放射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 

 
舒小镭 黄锣 闫瑾 李淑杰 龙斌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400030 

 

目的  探讨沉默 SHP2 基因对鼻咽癌 CNE-2R 细胞放射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  采用 RNA 干扰技术构建 SHP2 慢病毒干扰载体，并根据转染情况将未转染的 CNE-2R 细胞

设为空白对照组，转染 NC-CNE-2R 细胞为阴性对照组，转染 SHP2-CNE-2R 细胞为实验组，分别

经过 Varian 直线加速器 6MV-X 射线单次 2Gy 照射，采用 CCK-8 法检测各组细胞增殖情况，流式

细胞术检测检测各组细胞凋亡情况，克隆形成实验检测各组细胞放射敏感性，以及免疫印迹法

（weste rnblot）检测各组细胞 SHP2、Ras、AKT1、pAKT1 及 survivin 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各剂量点细胞存活率均显著降低，流式细胞仪检测

显示实验组细胞凋亡比例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克隆形成实验结果显示沉默 SHP2 基

因可增加鼻咽癌 CNE-2R 细胞的放射敏感性，以及实验组 SHP2、Ras、AKT1、pAKT1、survivin

蛋白的表达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 

结论  SHP2 对鼻咽癌放疗抗拒的影响与其调控鼻咽癌细胞的凋亡有关，其机制之一是 SHP2 作为

Ras 的上游调控分子通过 SHP2/Ras/PI3K/AKT1/survivin 信号通路抑制细胞凋亡实现。 

 
 
PA-065 

局部区域中晚期鼻咽癌四程诱导化疗后肿瘤靶区勾画的研究 

 
王蕾

1
 吴峥

2
 程皖琴

3
 周树

1
 钟睿

1
 曾睿芳

4
 苏勇

1
 

1.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湖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3.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顺德第一人民医院 

4.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肿瘤中心放疗科 

 

背景与目的  鼻咽癌对放疗和化疗敏感，随着诱导化疗的应用，诱导化疗后肿瘤体积变化，如何勾

画调强放射治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的靶区存在争议。本文旨在探讨

根据诱导化疗后肿瘤体积勾画靶区的方法及临床疗效。 

方法  2009 年 8 月至 2013 年 8 月，本院收治 57 例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经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

入研究。全组患者接受 4 程 PF 诱导化疗及 6 程 DDP 同期化疗，并根据诱导化疗后检出的肿瘤范

围勾画 IMRT 靶区。GTVnx-pre、GTVnd-pre 和 GTVnx-post、GTVnd-post 分别为诱导化疗前后临

床和影像学检查可见的鼻咽原发肿瘤范围（包括咽后淋巴结）和颈部转移淋巴结。CTVnx1 为

GTVnx-post 加外扩 10mm 范围，并包括 GTVnx-pre 的区域；CTVnd1 为 GTVnd-post 加外扩

5~10mm 范围，并包括诱导化疗前颈部转移淋巴结侵犯区域。CTV2 为 CTVnx1 和 CTVnd1 加外扩

5mm 范围，并包括所需预防照射的淋巴引流区。PTV 由系统按不确定性因素自动生成。靶区处方

剂量，PTVnx-post:68Gy；PTVnd-post:63~66Gy；PTVnx1:60Gy；PTVnd1:60Gy；

PTV2:50Gy；分 30 次连续照射，1 次/天；5 天/周。 

结果  全部患者均按计划完成治疗。GTVnx-pre 和 GTVnx-post 平均体积分别为 63.7cm3 和

21.8cm3（P<0.01）；GTVnd-pre、GTVnd-post 平均体积分别为 21.7 cm3 和 7.5 cm3

（P<0.01）。全组病例中位随访时间 60.0 月（14~84 月），5 年总生存率 49/57（86.0%），无远

处转移生存率 52/57（91.2%），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率 53/57（93.0%），无进展生存率 47/57

（82.5%）。全组患者复发均在靶区 GTV-post/GTVnd-post 内，无 GTV-post/GTVnd-post 边缘复

发或 CTVnx1/CTVnd1 内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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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诱导化疗后肿瘤体积明显缩小，按诱导化疗后肿瘤勾画 GTVnx-post/GTVnd-post，并

将肿瘤退缩区域勾画为 CTVnx1/CTVnd1，予 60Gy 处方剂量，5 年随访结果显示疗效较好，值得

进一步研究验证。 

 
 
PA-066 

治疗前血浆 EBV DNA 在调强放疗鼻咽癌患者中的预后意义 

 
宗井凤 郑瑜宏 翁友良 陈荔莎 许昀 陈燕 潘建基 林少俊 

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探讨初治鼻咽癌患者治疗前血浆 EBV DNA 表达水平的预后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2008—2010 年间 667 例初诊鼻咽癌接受根治性调强放疗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治

疗前血浆 EBV DNA 与临床分期、总生存的关系。以 1500 拷贝数/ml 为临界值，将患者分为 EBV 

DNA 高表达者和低表达者。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并用 Logrank 法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COX 模型分析。 

结果 I 期、II 期、III 期、IV 期患者中 EBV DNA>0 拷贝数/ml 的比率分别为 18.8%、34.4%、

50.5%、66.4%。患者治疗前血浆 EBV DNA 的表达量与临床分期呈正相关（P<0.001）。临床分

期和 EBV DNA 是患者总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III 期患者中，EBV 高低者两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4.084, P=0.043），EBV DNA 还是 III 期患者总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I-II 期及 IV 期患者中，

EBV DNA 高低两组,总生存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但多因素分析发现，EBV DNA 的绝对拷贝数是

总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P<0.05）。 

结论 治疗前血浆 EBV DNA 对于各期鼻咽癌患者均具有预后作用，对于 III 期患者，以 1500 拷贝数

/ml 为临界值，可以较好的判断预后，但对于 I-II 期及 IV 期患者,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以确定合适的临

界值。 

 
 
PA-067 

基于血液炎性检测指标鼻咽癌预后的前瞻性研究 

 
李晓惠 

解放军第四二一医院 510318 

 

研究目的  本研究拟探讨疗前血液炎性指标如 Glasgow prognosticscore(GPS)、NLR、PLR、LMR

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对鼻咽癌预后的影响。 

研究方法  分析疗前 GPS、NLR、PLR 以及 LMR 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ROC 曲线选取 GPS、

NLR、PLR、LMR 的最佳截取点；采用 Kaplan–Meier 法分析疗前上述血液炎症指标对对鼻咽癌患

者疾病特异生存率的影响，通过 Cox 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鼻咽癌独立预后危险因素，并根据分析

结果建立预测列线图。P＜0.05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 NLR 与 PLR 中度相关，P＜0.001； (2) 单因素分析发现影响疾

病特异生存率的预后因素包括疗前 GPS1-2 分、NLR 超过 2.5、PLR 超过 166、LMR 不超过

2.35；多因素分析发现疗前 GPS 1-2 分、NLR 超过 2.5、LMR 不超过 2.35 是影响疾病特异生存率

的预后因素。 

结论  疗前 GPS、NLR 升高以及 LMR 降低是鼻咽癌患者的不良预后因素，GPS、NLR、LMR 等检

测方便，简单实用，为鼻咽癌预后评估提供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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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68 

鼻咽癌患者放疗副反应的预防及护理 

 
张秀凤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鼻咽癌为耳鼻咽喉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放射治疗是鼻咽癌首选的治疗手段，笔者针对鼻咽癌患

者放疗后出现的张口困难、急性皮肤反应、、放射性食管炎、口腔鼻咽粘膜炎、胃肠道反应、中耳

炎等副反应及心理护理应用现状进行综述。 

 
 
PA-069 

比较不同图像配准方法对鼻咽癌螺旋断层放疗摆位精度的影响 

 
王辉 梁黎 高绪峰 张德康 

四川省肿瘤医院 646000 

 

目的  比较和评估鼻咽癌螺旋断层放疗使用 MVCT 图像引导摆位中不同图像配准方法对配准精度的

影响，为选择合理的图像引导方法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选取在我院放疗中心做螺旋断层放疗的 20 名鼻咽癌患者，治疗长度 10-25cm。每位患者在治

疗前行 MVCT 配准校位，分别用四组配准算法：A.骨性配准加 4mm 层厚，B.骨性加灰度 4mm 层

厚，C.骨性加 2mm 层厚，D.骨性加灰度 2mm 层厚，对每位患者交替进行自动配准校位；比较各

组配准的治疗体位下高剂量区覆盖率,GTV 几何中心偏离差及 MVCT 扫描时间。 

结果 同一患者选取相同扫描长度 ABCD 四组算法高剂量区覆盖率分别为(82±4)％， (86±5)％，

(90±6)％，(93±6)％；GTV 中心偏差分别为： (0．25±0.16)cm，(0．16±0.12)cm，

(0．22±0.10)cm，(0．12±0.10)cm。同一扫描长度骨性与骨性加灰度两种配准方式下 2mm 层厚扫

描时间是 4mm 层厚的两倍。 

结论 鼻咽癌放疗的 MVCT 引导摆位修正可满足临床要求，骨性加灰度配准优于骨性配准，同时更

精细的层厚能够得到更好的配准效果，但也意味着扫描时间的增加和患者接受更多的辐射剂量。因

此我们推荐运用 2mm 层厚加骨性灰度算法，同时缩短配准扫描长度来配准鼻咽癌螺旋断层放疗摆

位精度。 

 
 
PA-070 

泰欣生联合放化疗治疗鼻咽癌患者前后血清 VEGF 水平变化与临

床疗效 

 
刘伟 卞秀华 纪红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观察泰欣生联合放化疗治疗鼻咽癌患者前后血清 VEGF 水平变化与临床疗效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 ELISA 法检测 30 例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 VEGF 水平，其中联合治疗组 15 例(放化疗+泰

欣生)，对照组 15 例(放化疗)。  

结果  联合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血清 VEGF 水平均显著下降（P＜0.05），分别为

(610.38±300.80)pg/ml vs (340.74±260.52)pg/ml 和(596.56±280.24)pg/ml vs 

(430.86±250.37)pg/ml。联合治疗组下降幅度更为明显，下降百分比均数为(44.20±13.39)% 

vs(27.92±10.71)% ，差异有意义（P=0.013）。治疗结束时，联合治疗组有 12 例患者鼻咽部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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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肿大淋巴结治疗疗效达到 CR(80%)，3 例达到 PR(20%)。而对照组中有 8 例患者鼻咽部病灶和

肿大淋巴结治疗疗效达到 CR(53.33%)，7 例达到 PR(46.67%)。联合治疗组达到 CR 比率更高（P

＜0.05）。联合治疗组临床疗效较好。  

结论  泰欣生联合放化疗治疗鼻咽癌患者 VEGF 水平下降更为明显，临床疗效较好。VEGF 水平下

降可作为泰欣生疗效的预测指标。  

 
 
PA-071 

鼻咽癌螺旋断层自适应放射治疗的剂量学研究 

 
王志强 王志伟 岳麒 张勇 李荣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 650032 

 

目的  通过螺旋断层放射治疗（Tomothreapy）的自适应模块，分析鼻咽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靶区

和危及器官的剂量与初始计划的差异，找出规律，为临床提供帮助。 

方法  选取从 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2 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治疗运用

Tomotherapy 计划系统治疗 10 例鼻咽癌患者，通过 Tomotherapy 计划系统中的自适应模块计算出

患者的单次实际受照射剂量，再将单次剂量传输至 Mimvista6.50 软件中进行剂量叠加，得到进行

图像引导患者的总的实际受照射剂量，定义为 Plan2；初始计划定义为 Plan1。比较 Plan1 和

Plan2 中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差异。 

结果  1.1 Plan2 中 PGTV 的 D98%、D95%、D2%剂量较 Plan1 无统计学差异，P 值分别为

0.092、0.147、0.220；Plan2 中 PCTV 的 D2%剂量较 Plan1 稍有增加，无统计学差异，P 值为

0.873；Plan2 中 PCTV 的 D98%、D95%的剂量较 Plan1 分别下降了 11.91%、6.88%,有统计学差

异，P 值分别为 0.001、0.006。1.2 Plan2 中双侧眼球、晶状体、颞颌关节、视神经、视交叉及脑

干的 D2%剂量较 Plan1 稍有增加，无显著性差异。而 Plan2 中左侧腮腺的 Dmean、D50%较

Plan1 分别增加了 42.23%、63.82%，P 值分别为 0.000、0.001；Plan2 中右侧腮腺的 Dmean、

D50%较 Plan1 分别增加了 38.64%、66.76%，P 值分别为 0.002、0.004。Plan2 中脊髓的 D2%剂

量较 Plan1 也明显增加，增加了 16.49%。有显著性差异，P 值为 0.026。1.3 Plan2 中 PGTV 的

HI 较初始计划 Plan1 未见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141;而 PCTV 的 HI 升高了 8.47%，有显著的统

计学差异，P 值为 0.017。PGTV 和 PCTVnd 的 CI 均看到明显的统计学差异，分别降低了 18.05%, 

14.10%，P 值分别为 0.005、0.000。 

结论  1.鼻咽癌螺旋断层放射治疗过程中，如果不进行再计划，肿瘤靶区实际受照射剂量较初始计

划存在一定差异,肿瘤淋巴引流区实际受照射剂量较初始计划会明显偏低;而且脊髓和腮腺的实际受

照射剂量也明显增加。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纠正摆位误差等，保证放疗计划的精准性。 

 
 
PA-072 

44 例局部晚期鼻咽癌螺旋断层放射治疗急性损伤的观察结果 

 
刘晨 王轩 刘鹤飞 王颖杰 夏廷毅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00036 

 

目的  探讨螺旋断层放射治疗鼻咽癌的危及器官保护能力及急性放射损伤情况。 

材料与方法  回顾 2011 年 10 月-2015 年 9 月于我院采用螺旋断层放射治疗的 44 例局部晚期鼻咽

癌患者（7thUICC/AJCC 分期：Ⅲ、Ⅳa 期 ）,其中 20 例单纯放射治疗，24 例同步化疗或靶向治

疗。鼻咽肿瘤(GTVnx)处方剂量：70Gy-76Gy,颈部淋巴结(GTVnd)处方剂量：66Gy-70Gy,临床靶

体积(CTV1)：处方剂量 60Gy-66Gy,临床靶体积(CTV2)处方剂量：50Gy-54Gy,分 30-34 次进行照

射。根据 RTOG/EORTC 标准评价急性反应。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39 

 

结果  鼻咽大体肿瘤体积(GTVnx)D97 平均剂量为 72.22±2.44Gy,脑干平均最高剂量：

44.01±5.81Gy，脊髓平均最高剂量：28.12±5.86Gy，晶体平均最高剂量：3.74±1.32Gy，口腔平

均剂量：32.06±6.29Gy，腮腺平均剂量：24.18±3.62Gy，下颌骨/颞颌关节平均最高剂量：

63.37±7.11Gy，均低于 RTOG 0615 的限制剂量。急性皮肤损伤发生率 0 级 2.3%、1 级 43.2%、2

级 43.2%、3 级 11.4%；急性口腔黏膜损伤发生率 1 级 43.2%，2 级 47.7%,3 级 9.1%；急性腮腺

损伤发生率 0 级 4.5%，1 级 84.1%,2 级 11.4%,无 3 级损伤；急性食管损伤发生率 0 级 4.5%，1

级 68.2%，2 级 27.3%，无 3 级损伤；急性血液系统损伤发生率 0 级 75%，1 级 11.4%，2 级

13.6%，3 级 4.5%。 

结论 螺旋断层放疗技术治疗鼻咽癌具有良好的正常组织保护，严重急性损伤发生率低，综合治疗

患者耐受度高。 

 
 
PA-073 

1 例采用螺旋断层放疗治疗飞行员鼻咽癌复飞的报道 

 
刘晨 王轩 常冬姝 吴伟章 王颖杰 夏廷毅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00036 

 

目的  鼻咽癌是我国头颈部常见的恶性肿瘤，放射治疗是其首选治疗方法。鼻咽癌放射治疗后常损

伤听力、咽鼓管及前庭功能，并伴有不同程度的口干、皮肤破损，严重影响战斗机飞行安全，致使

飞行员医学停飞。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未见采用螺旋断层放疗技术（HT，Helical 

Tomotherapy）治疗飞行员鼻咽癌后复飞的报道。 

材料与方法针对 2014 年 11 月在我院确诊鼻咽癌的战斗机飞行员，采用 HT 行根治性放射治疗，定

期随访观察肿瘤情况及放疗相关不良反应。 

结果  患者 35 岁男性，战斗机飞行员，飞行总时间 1800 小时。2014 年 11 月因―咽部异物感‖就诊

于我院，经鼻咽镜下病理活检诊断为：鼻咽非角化型未分化癌，完善 MRI 及 PET/CT 检查后采用

7thUICC/AJCC 分期为：T2N0M0（Ⅱ期）。2014 年 12 月 2 日开始于我科采用 HT 行根治性放射

治疗，具体放疗剂量如下：鼻咽部病灶（GTV/PGTV/CTV/PTV）：74Gy/70Gy/66Gy/60Gy33 次

5/周，颈部淋巴结引流区（CTV/PTV）：60Gy/54Gy 33 次 5/周，放疗计划评估及重要危及器官要

求均依照 RTOG 0615 研究（本例计划中脑干最高剂量：50.58Gy，视交叉最高剂量：10.68Gy，

双侧晶体最高剂量均<3Gy，下颌骨/颞颌关节最高剂量：61.41Gy，双侧腮腺平均剂量：

20.68Gy，口腔平均剂量：35.43Gy）。治疗及恢复期间，患者坚持鼻腔冲洗及口腔护理，减少颈

部照射区域摩擦，加强张口及转颈锻炼。末次随访患者于 2016 年 3 月行 PET/CT 及 MRI 未见复发

及转移征象，考虑肿瘤完全消退。同时，患者前庭、视力及听力测试正常，无耳鸣、头晕、口感等

不适症状，经医院空勤委员批准复飞双座战机。 

结论  螺旋断层放射治疗具备卓越的适形调强能力，可在根治肿瘤的同时更好的降低正常组织剂

量，减少治疗后不良反应，用于飞行员等重要职业人员独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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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74 

初治鼻咽癌同期加速调强放疗随访分析 

 
唐剑敏 侯艳丽 马秀梅 戴立言 曹鸿斌 叶明 白永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放疗科 200127 

 

目的   分析根治性调强放疗治疗初治鼻咽癌的临床疗效和毒副反应。 

方法   2005 年 7 月至 2013 年 4 月上海仁济医院放疗科收治 188 例初治无转移的鼻咽癌患者。全组

患者均采用全程同期加速调强放疗技术，鼻咽大体肿瘤体积(GTV)处方剂量 69.9Gy 分 30 次；颈部

转移淋巴结(GTV)69.9Gy 分 30 次；临床靶体积 1(CTV1)60Gy 分 30 次；临床靶体积

2(CTV2)54Gy 分 30 次。其中 61 例行单纯放疗，127 例合并化疗，化疗方案以铂类药物为基础，

其中同期化疗 77 例。急性反应和晚期损伤按 RTOG／EORTC 标准评价。采用 Kaplan-Meier 法进

行生存分析和局部或区域控制率计算，Logrank 检验组间差异。 

结果 全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放疗，中位随访时间 49 个月（10～92 个月)。全组治疗失败 37 例，死

亡 32 例。全组患者 1、3、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97.5％、87.23％和 78.55%，无远处转移生存率分

别为 93.85％、90.13％和 85.32％，局部区域控制率分别为 98.56％、85.87％和 81.34％。不同临

床分期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7），不同 T 分期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3)，不同颈淋巴结分期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在治疗失败的 37 例中，局

部和区域失败分别占治疗失败病例的 45.95％和 18.91％，远处转移占 56.76％。远处转移发生的

部位依次为骨、肝和肺，发生的中位时间为 9 个月(3～49 个月)。最严重的急性反应是= 3 \* 

ROMAN III-= 4 \* ROMAN IV 度放射性口腔粘膜炎，另有口干和急性皮肤反应。所有患者中 18 例

出现 3 级口干，3 例出现放射性颞叶损伤，7 例出现 3 级张口困难，18 例出现 3 级及以上听力下

降，全组未发现脊髓损伤及其他颅神经损伤病例。初治过程中无一例患者出现鼻咽部大出血，但局

部复发后行再程放疗的患者中出现 3 例鼻咽部大出血而死亡。  

结论  GTV 2.33Gy 的分割剂量实施的同期加速调强放疗技术治疗初诊时无转移鼻咽癌远期疗效较

好，毒副反应发生率较低，N 分期是其独立的预后相关因素。对于放疗后局部复发的病例，可给予

再程放疗，但须密切注意鼻咽部大出血的发生。 

 
 
PA-075 

初治转移性鼻咽癌根治性放疗后的生存分析 

 
周珺珺 唐剑敏 马秀梅 白永瑞 叶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放疗科 200127 

 

目的  回顾性分析我院初治伴远处转移鼻咽癌患者根治性放疗的预后相关因素。 

方法  自 200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我院放疗科收治的初诊伴远处转移鼻咽癌患者 33 例纳入分

析。患者均给予鼻咽原发灶及颈部淋巴结引流区根治性放疗，采用常规放疗或调强放疗技术。常规

放疗剂量为 70-74Gy，分次剂量为 2Gy；调强放疗采用 9 野逆向调强，总剂量为 70Gy，分次剂量

为 2.33Gy。完善临床资料，运用 Kaplan-Meier 计算生存率；纳入患者性别、年龄、T 分期、N 分

期、转移部位及个数、治疗方案及放疗后局部疗效等因素进行 Kaplan-Meier 单因素生存分析 及多

因素生存分析。 

结果  本研究中男性患者 27 例，女性患者 6 例；中位年龄：55 岁（最小 28 岁，最大 78 岁）。一

年、二年、三年生存率分别为 70%、44.5%、25.3%。伴有单独骨转移（包括多个部位骨转移）患

者为 18 例，15 例患者为同时多发脏器及淋巴结转移（骨、肝、肺、纵隔淋巴结、腋下淋巴结

等）。其中单独骨转移组与多发转移组 1 年生存率分别为:47.5%、32.8%（P<0.05）；多个部位转

移组与单个部位转移组 1 年生存率分别为：12.4%、56%（P<0.05）；患者 T 分期分布为：3 例

T1、8 例 T2、7 例 T3、15 例 T4；N 分期分布为：3 例 N0、6 例 N1、13 例 N2、11 例 N3。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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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鼻咽达到 CR26 例，PR7 例；颈部淋巴结达到 CR12 例，PR 21 例；在 Kaplan-Meier 单因素生

存分析中，性别、T 分期、是否为单独骨转移组及是否伴单个部位转移这些因素与生存相关

（P<0.05）；但年龄（以 50 岁分层）、N 分期、放疗前是否诱导化疗、常规放疗、调强放疗、是

否同时行转移灶的姑息放疗、是否同步放化疗、放疗后是否继续治疗、鼻咽 CR 率、颈部 CR 率与

生存无关（P>0.05%）。Cox 多因素生存分析中性别、是否单个部位转移为预后独立影响因素

（P=0.02、P=0.044）。 

讨论  根据本组患者的统计分析结果，男性、T 分期较早、伴有单独骨转移及转移部位单个的患者

预后较好；特别是单个部位转移为独立的良好预后因素。且无论患者接受何种放疗方式（常规放疗

或者调强放疗）均对生存未产生影响。对于转移部位单个或只伴有骨转移的患者应积极进行原发灶

的根治性治疗及转移灶的对症处理。 

 
 
PA-076 

鼻咽癌放疗后放射性颞叶损伤剂量模型 

 
缪一冰 王佳舟 胡超苏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在鼻咽癌放疗中颞叶位置与靶区相近，颞叶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照射剂量，并可能导致颞叶

损伤，影响患者的认知功能。通过建立这一量化的颞叶并发症模型，进一步明确颞叶损伤与照射剂

量及其他临床因子的关系，实现个性化的风险水平预测，优化靶区和正常颞叶组织的剂量权衡，提

高放疗质量。 

方法  研究纳入 786 例在我院接受放射治疗的鼻咽癌患者，在随访中患者接受 MR 检查，其中 41

位患者出现颞叶损伤，10 位发生双侧损伤。为了获取高质量的颞叶剂量参数，我们重新勾画了颞

叶边界。引入模型的剂量因素包括平均剂量 Dmean、相对体积剂量 Dvr、绝对体积剂量 Dvs、绝

对剂量体积 Vds 等，临床指标包括患者性别、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分期（T 分期 N 分期

总分期）、化疗（诱导、同期、辅助化疗）。 

由于剂量参数互相之间有较大相关性，对它们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的方法，降维至四个能解释 95%剂量变化的主成分（PCs）。临床因素及剂量主成分被初步纳入模

型以预测颞叶损伤的概率。单变量逻辑回归模型按系数的 p 值先去除相关性较弱的变量。随后将剩

余变量放入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应用 stepwise 向后筛选变量。考虑到参数非线性，最后应用限

制立方样条函数（Restricted Cubic Spline）优化变量。模型训练采用 Cross－validation 方法，在

训练集中优化最佳模型参数，然后在验证集中验证此模型的预测水平。 

结果  结果确定剂量参数的主成分 PC1 为主要预测因子，临床因子的作用不明显未被最后纳入，验

证集中的预测效能与训练集一致（ci.train= 0.677 ci.test=0.676），说明模型未出现过度拟合或拟

合不足。回到剂量上，与 PC1 相关性最大的变量是 D9cc，其次为 D10cc，D8cc，D7cc，

Dmean，V40，V50 等。  

结论  受照剂量仍是颞叶损伤的主要因素，临床指标表现出一定相关性，但用于预测的价值不大。

稍大范围的较高剂量能最有效地预测颞叶损伤，在临床应用中高风险的患者或能通过对 D9cc 等稍

大范围剂量加以限值以降低颞叶损伤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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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77 

新辅助化疗联合同步放化疗对鼻咽癌预后影响的 meta 分析  

 
孙永红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目的   评价新辅助化疗联合同步放化疗对比同步放化疗治疗鼻咽癌的远期疗效。 

方法   计算机检索 The 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中文科技期全文数据库(VIP)和万方数据库,对符合纳

入标准的研究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 RevMan5.3 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0 个研究 1349 名患者，结果显示，新辅助化疗联合同步放化疗在 5 年无远处转移生

存率[OR=1.70，95%CI（1.14，2.55），P=0.009]，优于同步放化疗，两组在 3 生存率，3 年无远

处转移生存率、3 年无进展生存率、3 年复发生存率、5 年生存率、5 年无进展生存率和 5 年复发生

存率无差别（P＞0.05）。 

结论   现有证据表明，新辅助化疗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鼻咽癌能提高患者的 5 年无远处转移生存

率，但未提高 5 年生存率，但受纳入研究的质量的影响，上述结论尚需更多高质量的临床试验来进

一步证实。 

 
 
PA-078 

鼻咽癌时辰放射治疗口腔菌群变化 

 
孙凤飞 李婷婷 宋俊梅 蒲庭 李光明 文世民 

南充市中心医院肿瘤医院 637000 

 

目的  鼻咽癌接受时辰放射治疗患者发生口腔黏膜炎的严重程度及口腔菌群变化。 

方法  选取 49 例病人时辰放射治疗 20 例与常规放射治疗 20 例，时辰放射治疗组于 19:00-21：00

行调强放射治疗，常规组于 7:00-9:00 接受调强放射治疗。在放疗前及放疗后收集唾液样本，进行

细菌的培养、分离和鉴定，计数细菌菌落数。 

结果  放射治疗后时辰组和常规组发生口腔黏膜炎率为 92%和 95%，两组无统计学意义。依据发生

口腔黏膜的严重程度，时辰放射治疗组较常规组轻，有统计学意义。放射治疗前后比较发现，2 组

口腔念珠菌及链球菌检出率放疗后明显增加，有统计学意义。其中以常规放射治疗组增加更为明

显。 

结论  鼻咽癌接受时辰放射治疗的口腔黏膜炎的严重程度较常规组轻。时辰放射治疗在减轻口腔黏

膜毒性反应及口腔菌群变化方面有一定优势。 

 
 
PA-079 

有鼻咽癌家族史鼻咽癌患者的预后分析 

 
王彦苏 沈春英 陆雪官 胡超苏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有研究表明家族史是鼻咽癌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本研究旨在观察鼻咽癌患者中存在鼻咽癌

家族史的比例，并分析其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08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放疗和/或化疗的所有鼻咽癌患者的临

床资料，筛选出有鼻咽癌家族史的鼻咽癌患者，分析统计这些病例的预后。结果 在 5 年中共收治

了 3706 例鼻咽癌病例，其中存在鼻咽癌家族史的病例有 135 例 (占 3.64%)。135 例中 5 例失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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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下 130 例参与预后分析。中位随访时间为 71 个月（8-97 月），5 年总生存率（OS）、局部区域

无进展生存（LRRFS）和无远处转移生存率（DMFS）分别为 84.1%、76.1%和 83.8%。单因素分

析显示临床分期早的病例 OS、LRRFS 和 DMFS 高。而家族式中患鼻咽癌的家庭成员数目以及不

同亲属关系对鼻咽癌病例的预后则无影响。 

结论 鼻咽癌病例中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存在鼻咽癌家族史，其经过放疗和/或化疗后可以获得较好的

预后。 

 
 
PA-080 

放疗联合周同步化疗治疗中晚期鼻咽癌的疗效观察 

 
赵彩霞 文世明 胡欣 潘荣强 陈思林 李婷婷 

四川省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目的 探讨放疗联合奈达铂周同步化疗治疗中晚期鼻咽癌的疗效。 

方法 收集病理证实为鳞癌的局部中晚期鼻咽癌（T3-4 期）153 例的临床资料，其中 72 例行单纯放

疗（简称单放组），81 例行放疗联合奈达铂周同步化疗（简称联合组）。放疗方法相同：开始采

用面颈联合野和下半颈切线野常规分割，DT36Gy 后鼻咽部采用适形放射治疗和全颈切线野放疗，

鼻咽部剂量 70~72Gy，颈部淋巴结阳性者剂量 65~70Gy，淋巴结阴性者剂量 60~65Gy。联合组在

放疗同时每周同步给予奈达铂化疗。 

结果 治疗结束后第 6、12 个月，鼻咽部原发灶完全缓解率（CR）：单放组为分别为

70.83%(51/72)、56.94%(41/72)，联合组分别为 85.16%(69/81)、80.25%(65/81)， P＜0.05；治

疗结束后第 6、12 个月颈部淋巴结完全缓解率(CR)：单放组分别为为 79.03%(49/62)、

69.35%(43/62)，联合组分别为 92.75%(64/69)、86.96%(60/69)，P＜0.05；单放组和联合组 1、

2、3 年生存率分别为 80.56%(58/72)、70.83%(51/72)、44.45%(32/72)和 93.83%(76/81)、

86.42%(70/81)、80.25%(65/81)，P＜0.05。不良反应轻，经对症处理后均能完成放化疗。 

结论 放疗联合周同步奈达铂化疗治疗中晚期鼻咽癌疗效较好，不良反应较少，患者耐受性好。 

 
 
PA-081 

Selective partial salivary glands sparing in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Yuan Guangjin

1
,Xu Ximing

1
 

1.Nationality Hospital of Qianjiang 
2.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study evaluated the dosimetric consequences of selective partial salivary gland-
sparing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in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Patients and methods Ten patients with NPC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Two IMRT plans were 
produced for each patient: conventional (control) and partial salivary glands-sparing (treatment), 
with dose constraints of entire parotid 
glands or partial salivary glands (including parotid and submandibular glands, delineated with the 
adjacent distance of at least 0.5 cm between the glands and PTV) in planning, respectively. 
Dosimetric parameters were compared in the two plans, including the V110%, V100%, V95% 
(the volume covered by more than 110%, 100%, or 95% of the prescribed dose), Dmin (the 
minimum dose) of PTV, homogeneity index (HI), conformity index (CI),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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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dose and V30 (percentage of the volume receiving 30 Gy or more) for parotid glands, the 
mean dose for submandibular glands, et al. 
Results Treatment plan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mean doses to both entire parotid glands and 
partial parotid glands than those in control plans. The mean doses to partial submandibular 
glands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reatment plans as compared with control plans. The PTV coverage was better in 
the treatment plans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plans, as indicated by V100%, V95%, Dmin, CI and HI. 
The doses to 
critical structures, including brainstem, spinal cord and (bilateral) lens, were comparable between 
the two plans. 
Conclusions Selective partial salivary gland-sparing approach may improve target dose 
coverage while sparing partial parotid and submandibular glands to reduce the risk of post-
radiation xerostomia in patients with NPC. 
 
 
PA-082 

鼻咽癌颅底骨质受侵的磁共振影像特点分析 

 
应小芳 袁子龙 陈迢 周亚娟 周晓艺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  鼻咽癌颅底骨质受侵的特点存在较大个体差异。颅底受侵难以通过病理证实，一直是鼻咽癌

诊断中的难点，相关的研究报道较少。鼻咽癌颅底骨质受侵与否的准确判断直接决定了鼻咽癌放疗

靶区勾画的准确度，从而影响患者的预后和疗效。本研究旨在通过收集鼻咽癌伴颅底骨质受侵病例

的磁共振影像（MRI）资料，分析颅底病灶的侵犯特点，寻找规律。 

方法  收集我院 2014 年 9 月至 2014 年 12 月鼻咽癌病例。入选条件为：治疗前具有 3.0T MRI 的鼻

咽颅底影像，病理证实为鼻咽癌，并在我院行鼻咽癌放疗联合或不联合化疗。MRI 颅底骨质受侵的

诊断标准为颅底骨皮质出现缺损和( 或)颅底骨髓正常 T1W1 高信号被 T1Wl 低信号取代, 且增强扫

描明显强化（即 T1W1 增强序列上病变区域信号强度增高或超过邻近正常骨髓信号）。颅底结构分

两区进行分析，包括：蝶骨体、枕骨基底部为中颅底中线区；蝶骨大翼、岩尖为中颅底中线旁区。 

结果  共收集 62 例鼻咽癌病例，其中 40 例（64.5%）伴有颅底骨质受侵。对这些颅底受侵病例进

一步分析发现：7 例（17.5%）伴有颅底可见的软组织占位，软组织占位多伴有周围斜坡骨髓低信

号；33 例（82.5%）颅底骨质受侵的病例尚未形成明显影像可见的软组织占位。40 例（100%）颅

底骨质受侵病例均伴有颅底中线区受侵。其中发现 2 例（5%）在横断位、失状位及冠状位上均缺

乏鼻咽病灶与颅底病灶相连续的影像依据，推测鼻咽病灶可能通过血行转移途径进入颅底骨质；38

例（95%）颅底骨质受侵为鼻咽病灶直接向邻近解剖结构侵犯所致。 

结论  鼻咽癌颅底受侵主要为鼻咽病灶直接侵犯邻近解剖结构所致，不排除少数鼻咽病灶通过血行

转移途径进入颅底骨质可能。少部分局部晚期鼻咽癌伴有颅底可见的软组织占位，大部分颅底骨质

受侵病例仅为颅底骨质骨髓信号缺失，这两类病例是否预后不同进而影响治疗决策有待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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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83 

鼻咽癌 IMRT 时代脑干的耐受剂量分析 

 
王孝深 许婷婷 沈春英 汪隽琦 胡超苏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中心 200032 

 

目的  调强放射治疗（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已经成为鼻咽癌最有效的治

疗手段，大量的文献已经证实了 IMRT 对于鼻咽癌的疗效。但对于原发肿瘤靠近脑干的 T3-4 期鼻

咽癌，如果参考二维放疗计划时代脑干的剂量限制，难以设计出肿瘤靶区与脑干同时满足条件的

IMRT 计划。IMRT 时代脑干的耐受剂量是多少尚缺乏相关研究。我们针对紧贴脑干的 T3-4 期鼻咽

癌患者开展了一项前瞻性研究，分析 IMRT 时代脑干的耐受剂量。 

方法  选择初次治疗的、以根治性放疗为目标的、原发肿瘤靠近脑干的 T3-4 期鼻咽癌，对没有化疗

禁忌症的患者首先给予 TP 或者 GP 方案诱导化疗 2-3 周期，放疗过程中给予 DDP 或者奈达铂单药

同期化疗。GTV 按照诱导化疗后的范围勾画，但 CTV 按照化疗前的范围。IMRT 的处方剂量是鼻

咽 GTV-nx 70.4Gy/32Fx，要求≥90%的等剂量曲线必须完全包绕 GTV-nx，CTV1 照射

60.8Gy/32Fx，CTV2 照射 56Gy/32Fx，脑干的最大剂量是 63Gy，脑干 V60-63≤2%，脑干 V54-

63≤5%。其余正常器官的剂量限制按照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标准，所有患者或者家属都签署知

情同意书。治疗后常规随访，首要观察指标是影像学可见的脑干损伤发生率，次要指标是肿瘤局部

控制率。 

结果  自 2008 年 1 月至 2013 年 8 月，总共有 102 例 T3-4 期鼻咽癌入组。其中 TP 方案诱导化疗

94 例，GP 方案诱导化疗 8 例；同期放化疗过程中，75 例接受 DDP 单药（40mg/m2, D 1-2）每三

周方案同期化疗，22 例接受奈达铂单药（40mg/m2, D 1-2）每三周方案同期化疗，5 例使用尼妥

珠单抗（200mg 每周）。随访至 2016 年 7 月，平均随访时间为 53 个月（12-84 个月），总共 10

例患者局部复发，其中 6 例单纯局部复发接受了二程放疗。3 年局控率 94.1%，5 年局控率

89.5%；5 年无远处转移生存率为 74.9%；5 年总生存率 73.0%。随访超过 3 年的患者 95 例，随访

超过 5 年的患者 49 例，没有发现影像学可见的脑干损伤。 

结论  从短期的随访结果来看，对于原发肿瘤靠近脑干的 T3-4 期鼻咽癌，设计 IMRT 计划时脑干的

最大剂量设置为 63Gy，脑干 V60-63≤2%，脑干 V54-63≤5%是可行的，肿瘤局控率良好，无影像

学可见的脑干损伤。 

 
 
PA-084 

具有家族遗传病史鼻咽癌的放疗疗效研究 

 
程惠华 骆华春 傅志超 廖绍光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具有家族遗传病史是否为影响鼻咽癌放疗的预后因子。     

方法  199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12 月，共 572 例早期鼻咽癌患者接受单纯放射治疗（中位放疗剂量

70Gy）。家族遗传病史定义为直系亲属的相关。分析纳入研究对象的放疗副反应、总生存时间和

无疾病进展生存时间。     

结果  中位随访 71 个月，家族遗传组在年龄和性别上有统计学差异。回归分析中发现，家族遗传病

史不是总生存和无疾病进展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具有家族遗传病史与非家族遗传病史二者在生存

方面无统计学差异；COX 多因素分析显示家族遗传病史的鼻咽癌患者相比非家族遗传病史，在总

生存和无疾病进展方面更具有相关性。前者鼻咽癌患者更加年轻，以男性居多，在治疗方式和 EB

病毒数量上并无影响。     

结论  家族遗传病史并不是影响鼻咽癌放疗的独立预后因素，并不能影响鼻咽癌的标准治疗模式。

具有家族遗传病史鼻咽癌患者无疾病进展时间更短，但并不影响总生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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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85 

鼻咽癌调强放疗后少见的腮腺淋巴结复发病例分析 

 
周瑞 许元基 张明炜 岳秋圆 宗井凤 林少俊 潘建基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鼻咽癌患者经调强放疗后出现腮腺淋巴结复发十分罕见。本研究旨在探讨鼻咽癌腮腺淋巴结

复发患者的临床特点，可能的致病因素及有效的治疗方法。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08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的 1852 例首诊无转移且接受初步调强适形放疗的鼻

咽癌患者，其中 9 例患者经调强放疗后出现腮腺淋巴结复发。9 例复发患者中，4 例接受放疗和化

疗，2 例接受手术治疗，2 例接受手术及辅助性放疗或化疗，1 例接受单纯放疗。 

结果  腮腺淋巴结复发发生率仅为 4.9‰。根据治疗前磁共振(MRI)扫描显示，所有患者均表现为同

侧咽后淋巴结转移，其中 66.7%出现包膜外侵犯，且Ⅱ区颈部淋巴结均出现包膜外侵犯。腮腺淋巴

结复发的平均时间间隔为 14.8 个月，其中 6 例患者发现原发部位腮腺淋巴结复发。9 例患者经随

访中位时间 46.4 个月后，有 5 例患者出现远处转移，其中 3 例局部复发。此外，1 例出现区域淋

巴结复发，1 例局部区域复发，仅有 1 例无瘤存活。 

结论 鼻咽癌患者经调强放疗后出现腮腺淋巴结复发较罕见。治疗前 MRI 提示同侧咽后淋巴结及Ⅱ

区颈部淋巴结包膜外侵犯患者应高度怀疑腮腺淋巴结转移可能。尽管腮腺淋巴结复发后采取多种补

救治疗方案，但远处转移仍是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必要探讨更加有效的化疗方案。 

 
 
PA-086 

诱导化疗联合不同剂量顺铂放化同期治疗西北非高发区局部晚期

鼻咽癌的疗效研究 

 
许曼 臧健 赵丽娜 王建华 罗山泉 周咏春 石梅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比较在诱导化疗基础上，不同剂量顺铂（DDP）同步适形调强放射治疗鼻咽癌患者的急性毒

副反应和疗效差异。 

方法  70 例接受诱导化疗联合适形调强放射治疗并同期 DDP 化疗的Ⅱ-Ⅳb 期初治鼻咽癌患者，随

机分为标准组(DDP 100 mg/m2，每 3 周组，36 例)和研究组(DDP 80mg/m2，每 3 周组，34 例)。

比较完成治疗方案的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的急性毒副反应和治疗后疗效。 

结果  对照组顺铂累积剂量 330.6±44.2mg/m2，实验组累积剂量 282.4±43.2mg/m2。全组患者诱导

化疗期间耐受性良好，全部完成 2 周期 GP 或 TP 方案诱导化疗，仅 3(4.3%)例患者因急性血液学

毒性延迟了诱导化疗时间。9 例患者(12.9%)因毒副反应或患者拒绝未能完成同期化疗，对照组 5

例(13.9%)，实验组 4 例(11.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537)。对照组 5 例(13.9%)，实验组 3

例（8.8%）因毒副反应减少了同期化疗剂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711）。全组患者无 4 级

毒性反应发生。标准组和对照患者出现的急性毒副反应中,仅急性皮肤反应和急性口腔粘膜炎的发

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0；p = 0.002)。放疗结束后 3 个月，对照组患者鼻咽及颈部 MRI

检查 CR 者 33 例，实验组达 CR 者 31 例；对照组 PR 者 3 例, 实验组 PR 者 3 例，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635）。对照组与实验组 3 年总生存率、无病生存率、无远转生存率、无复发生存率分

别为 PFS=74.8% 

vs.79.4%,P=0.783;OS=86.1%VS.85.0%,P=0.871;DMFS=77.6%VS.82.4%,P=0.711;74.8%vs.79.4

%;LRFS=96.8%VS.97.1%,P=0.965;DMFS=77.6%VS.82.4%,P=0.711，全组患者疗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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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适形调强放射治疗模式下,对于中国非高发区鼻咽癌患者中Ⅱ-Ⅳb 期初治鼻咽癌患者，诱导

化疗后采用同期 DDP 80 mg/m2,每 3 周 1 次方案化疗 2 周期，出现 3 级急性毒副反应相对较轻,患

者更易耐受。较之 DDP 100 mg/m2,每 3 周 1 次方案治疗组的近期疗效相似。 

 
 
PA-087 

Implications for determining the optimal treatment for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in elderly 

patients treated with IMRT 

 
su zhen,mao yan-ping,lan xiao-wen,xiao yao,li qun,xie fang-yun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510060 
 

Background  Reports of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in elderly patients 
(age≥60 years) with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LANPC) have been limited. We 
performed this study to evaluate the survival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LANPC treated with IMRT 
combined with or without chemotherapy. 
Methods  177 elderly LANPC patients treated with IMRT were reviewed. 32 patients received 
radiotherapy alone (RT alone group), 83 patients received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RT group). 62 patients received radiation combined with other sequences of chemotherapy 
(RT+CT group). Treatment tolerability and toxicity were clarified, and treatment outcomes were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among groups. 
Results  With a median follow up of 56.4 months (range 3.3 months to 124.9 months), among RT 
alone group, CRT group and RT+CT group , the 5-year overall survival (OS) was 71.0%, 65.3% 
and 67.8% , respectively (p=0.682). The 5-year cancer-specific survival (CSS) was 73.3%, 69.5% 
and 72.1%, respectively (p=0.828). The 5-year locoregional relapse-free survival (LRFS) was 
89.2%, 88.9% and 80.1%, respectively (p=0.459). The 5-year 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 
(DMFS) was 76.8%, 74.9% and 81.7%, respectively (p=0.482). Adding chemotherapy 
increased the rates of acute toxicities (6/32 for RT alone group, 48/83 for CRT group and 39/62 
for RT+CT group, p<0.001) not the rates of late toxicities (5/32 for RT alone group, 9/83 for CRT 
group and 6/62 for RT+CT group, p=0.695). In treatment model (RT alone vs CRT vs RT+CT) 
was not a significant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or OS (p=0.570), CSS (p=0.501), LRFS (p=0. 499) 
and DMFS (p=0.254),either. 
Conclusion  Adding chemotherapy didn't improve the survivals of elderly LANPC patients. RT 
Alone with IMRT technology for elderly LANPC patients i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PA-088 

鼻咽癌调强放疗后区域淋巴结复发方式 

 
薛芬 何霞云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鼻咽癌调强放疗后区域淋巴结复发方式。 

材料与方法  回顾分析 2005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调强放疗的 275 例初治鼻咽癌患者

（病理 WHO II-III 型）区域淋巴结复发情况。治疗前每位患者完善全面分期检查。N0 患者接受鼻

咽、颅底和上颈淋巴结引流区（Ⅱ、Ⅲ、ⅤA）照射，N1-3 患者接受全颈放疗，包括Ⅱ-Ⅴ淋巴结

引流区。鼻咽原发灶及淋巴结转移灶的处方剂量为 66-70.4Gy/30-32 次，亚临床灶及淋巴引流区处

方剂量 54-60Gy/30-32 次。ⅡB 期（淋巴结直径≥4 厘米）、III 期、IV 期患者接受顺铂为主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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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利用 SPSS22.0 软件 Kaplan-Meier 法计算局部控制率、区域控制率、无远处转移率和生存

率，log-rank 检验生存差异。随访中结合病史、体征、辅助检查进行复发、转移判定。 

结果  275 例纳入分析的患者中位年龄 49 岁(16-73 岁),中位随访时间 71 个月(8-132 个月)。241 例

患者（87.6%）接受顺铂为主的联合化疗，其中同期 31 例，非同期 210 例。患者 5 年局部控制

率、区域控制率、无远处转移率和生存率分别为 93%，94.3%，85.7%，83.9%。随访中发现单纯

鼻咽部复发 15 例，单纯区域淋巴结复发 6 例，单纯远处转移 33 例，鼻咽复发+区域复发±远处转

移 6 例，鼻咽复发+远处转移 3 例，区域复发+远处转移 5 例。共有 17 例患者区域淋巴结复发，其

中野内复发包括：Ⅱ区复发 6 例，咽后复发 4 例，多区复发 6 例，野外复发包括：腮腺区复发 1

例，Ib 区无复发。区域淋巴结复发患者中 N1 有 2 例（2/91），N2 有 9 例(9/95)，N3 有 6 例

(6/47)。N2+N3 组患者 vs. N0+N1 组患者：5 年区域淋巴结复发率 9.8% vs. 1.5% ，P=0.001；5

年远处转移率转移率 21.4% vs. 6.8% ，P<0.001； 5 年生存率 76.4% vs. 91.7% ，P=0.001。 

结论  鼻咽癌调强放疗后区域淋巴结复发率低，野内复发以Ⅱ区及咽后淋巴结复发最常见，野外复

发少见，以腮腺复发为主。治疗前高 N 分期（N2+3）患者比低 N 分期（N0+1）患者更容易发生

复发、转移且生存率较低。 

 
 
PA-089 

Evaluation of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 and 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ESMO)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Surveillance Guidelines 

 
Zhou Guanqun,Ying Sun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ncology in Southern Chin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ancer Medicine，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Cancer Center，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060 

 

Purpose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 and European 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ESMO) provide guidelines for surveillance for nasopharyngeal 
caecinoma (NPC). Herein, we evaluated the ability of the guidelines to capture NPC recurrences. 
Patients and Methods  We analyzed 749 patients who underwent IMRT for M0 NPC between 
January 2003 and December 2010. Patients were strati?ed for analysis by T stage (T1-2, T3-4), 
N stage (N0-1, N2-3). Guidelines were assessed by calculating the percentage of recurrences 
detected when following the 2015 NCCN, 2014 NCCN and 2012 ESMO recommendations, and 
associated medicare cos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t a median follow-up of 100.8 months (IQR, 81.4 to 120.1 months), a total of 168 
patients (22.4%) experienced recurrence. Of these, 19 recurrences (17.3%) were detected 
using 2014 NCCN recommendations, 53 recurrences (31.5%) were detected using 2015 NCCN, 
and 46 recurrences (27.4%) were detected using ESMO. To capture 95% of recurrences, 
surveillance was required for 85.57 months for T1-2, 67.45 months for T3-4, 83.57 months for N0-
1 and 55.80 months for N2-3 disease respectively. In T1-2 disease, medicare surveillance costs 
for each patient were $1,642.66 using 2014 NCCN or 2012 ESMO, $2,179.81 using 2015 NCCN, 
and cost per recurrence case detected was $42,578.64, $62,088.70, $73,329.76 using 
2014 NCCN, 2015 NCCN and 2012 ESMO respectively. However, if 95% of recurrences in T1-
2 disease were captured, costs of each patient would be total $6,264.65, while the cost to detecte 
per recurrence case was $50,338.69. 
Conclusion  If strictly followed, the NCCN and ESMO guidelines will miss more than two-thirds of 
NPC recurrences. Improved surveillance algorithms, which integrate routine body imaging to 
balance patient bene?ts and health care costs, are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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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90 

Comparison of published nomograms, and application in 

individual induction chemotherapy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OuYang PuYun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ncology in South Chin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ancer Medicine，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510060 

 

Objective  This study compared two published prognostic nomograms (J Natl Cancer Inst 2016; 
108. & Sci Rep 2015; 5: 15638.)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and subsequently 
evaluated the effect of induction chemotherapy in risk stratified patient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identified 920 NPC patients, treated with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plus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with or without induction chemotherapy at our center 
from 2006 to 2011. Discrimination and calibration abilities of nomograms were assessed by areas 
under the curve (AUCs) and Harrell‘s concordance index (C-index), and calibration curves, 
respectively.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alysis were used to identify patients with balanced 
characteristics.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disease free survival (DFS) were estimated using 
Kaplan-Meier method and Cox regress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seventh edition UICC/AJCC staging system, Tang's nomogram 
(PMID:26467665) had higher discrimination ability to predict DFS (AUC=0.635, 95%CI 0.591-
0.680 versus AUC=0.576, 95%CI 0.537-0.615, p=0.0175; C-index=0.629, 95%CI 0.589-0.668 
versus C-index=0.569, 95%CI 0.534-0.605, p=0.002), wheras Yang's nomogram (PMID: 
26497224) had no advantage in predicting OS (AUC=0.643, 95%CI 0.585-0.701 versus 
AUC=0.604, 95%CI 0.552-0.655, p=0.157; C-index=0.648, 95%CI 0.593-0.702 versus C-
index=0.606, 95%CI 0.556-0.656, p=0.184). Calibration curve of Tang's nomogram showed good 
agreement between prediction and observation in 5-year survival probability. In the whole cohort, 
patients treated with or without induction chemotherapy did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 in DFS 
(adjusted HR=0.88, 95%CI 0.76-1.03, p=0.101) or OS (adjusted HR=0.88, 95%CI 0.72-1.09, 
p=0.249). But among 580 high risk patients stratified by Tang's nomogram with total point of 158 
or over, induction chemotherapy appeared to improve 5-year DFS (74.8% vs 68.8%, p=0.072; 
adjusted HR=0.65, 95%CI 0.47-0.91, p=0.012) and OS (87.9% vs 82.5%, p=0.065; adjusted 
HR=0.63, 95%CI 0.40-0.99, p=0.044). In propensity score matched cohort of 213 pairs of high 
risk patients, induction chemotherapy achieved significantly higher 5-year DFS (76.7% vs 68.8%, 
p=0.019; adjusted HR=0.62, 95%CI 0.42-0.90, p=0.013) and OS (88.8% vs 82.8%, p=0.036; 
adjusted HR=0.55, 95%CI 0.33-0.94, p=0.029).  
Conclusions  Based on stratification by Tang's nomogram which had better performance of 
discrimination and calibration, high risk patients could obtain survival benefit from induction 
chem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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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91 

宫颈癌腔内、体外联合照射时施源器位置误差分析 

 
何勇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宫颈癌后装首次内外联合照射治疗与第二次治疗施源器位置的误差分析。 

方法  随机选取 20 例Ⅱb 一Ⅲb 行根治性放疗的宫颈癌患者，将患者第二次的 CT 模拟定位（CT-

Sim）与该患者首次治疗的 CT-Sim 进行图像融合比较，并测量出施源器在横轴方向（X 方向）、

纵轴方向（Y 方向）及上下方向（Z 方向）三个方向上施源器位置的误差，并在模拟机透视下根据

误差数据校准施源器的位置（深度及角度）。在患者进行外照射治疗时利用电子射野影像系统

（EPID）校准患者体位变动并测量出施源器的位置误差。后将两次 CT-Sim、DRR、EPID 进行融

合比较，来测量该患者治疗时的施源器位置在 X、Y、Z 方向上的误差。 

结果 未校准前两次治疗中施源器在 X、Y、Z 三个方向上的误差均值分别为 5.300mm、

5.215mm、 2.575mm，误差较大，配准计划后 X、Y、Z 三个方向上的误差均值分别为

1.875mm、2.19mm、1.820mm，误差明显缩小，均控制在 2.5mm 以内。 

结论  利用腔内、体外联合放疗技术治疗的宫颈癌患者经放疗计划系统图像配准技术校准后其施源

器在 X、Y、Z 三个方向上平均误差均可以控制在 2.5mm 以内，达到治疗所需精度。 

 
 
PA-092 

同期放化疗对比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对 T4 鼻咽癌患者的疗

效分析研究 

 
臧健 许曼 王建华 石梅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研究背景  AJCC 分期为 T4 的局部晚期鼻咽癌常常邻近重要的组织器官，因此，一直是鼻咽癌治疗

的难点。本研究拟探索同期放化疗对比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对 T4 鼻咽癌的疗效差异 

材料方法  在 2006-2014 年期间共 214 位 AJCC 分期为 T4 的鼻咽癌患者在我科接受根治性放疗。

所有患者均接受同期放化疗（CCRT）或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IC+CCRT）。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 OS）、无远转生存（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 DMFS）、无疾病进展生存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以及无局部复发生存（local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LRFS）为该

研究的观察指标。组间差异采用 χ2 检验进行分析，生存结果采用 log-rank 方法进行统计。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40.6 个月（4-108 个月）。接受 IC+CCRT 患者与接受 CCRT 患者相比，3 年

OS 无统计学差异（89.7% vs.83.3%, P=0.264），3 年 DMF 无统计学差异（77.8% vs. 82.3%, 

P=0.546），3 年 DFS 无统计学差异（74.8% vs.77.4%, P=0.615），3 年 LRFS 无统计学差异

（96% vs.93.9%, P=0.57）。亚组分析结果提示，诱导化疗疗效达 PR（肿瘤缩退>50%）的患者

与单纯同期放化疗患者相比，3 年 OS、LRFS 均无统计学差异，但 3 年 DMFS 在 IC+CCRT 组高

于 CCRT 组（93.4% vs.82.3%, P=0.038），3 年 DFS 在 IC+CCRT 组高于 CCRT 组（88.8% 

vs.77.4%, P=0.025）。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只有诱导化疗疗效达 PR 是影响 DMFS（HR：

0.75，95%CI：0.517-0.867, P=0.041）和 DFS（HR：0.62，95%CI：0.443-0.902, P=0.042）的

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对于 T4 鼻咽癌患者，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相比单纯同期放化疗并未表现出更好的治疗

疗效。然而，诱导化疗后达 PR 的患者再接受同期放化疗可能具有更好的生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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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093 

单中心鼻咽癌 TOMO 放射治疗疗效分析 

 
庞海峰 

空军总医院肿瘤放疗科 100142 

 

目的  回顾性分析 TOMO（螺旋断层放射治疗）治疗鼻咽癌的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并与既往放疗

模式：3DCRT、IMRT 等比较，评价该技术在鼻咽癌治疗中的优缺点。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 2011 年-2014 年采用 TOMO 技术治疗鼻咽癌病例。入组条件：1.病理确诊的

T1-4/N1-3/M0 鼻咽癌患者 2.为首程放射治疗（未行手术及诱导化疗）3.pGTV nx 70-76Gy，

pGTVnd 70Gy，PTV1 为 CTV1（包含颅底、蝶窦、后组筛窦、圆孔、翼管、卵圆孔、破裂孔等颅

底通路、鼻咽腔、咽后间隙、咽侧间隙、鼻腔与上颌窦后 1/3 的结构、翼腭窝、及上颈深及颈后淋

巴结） 60Gy，PTV2 54Gy。同步顺铂 25mg/m2 1/周化疗治疗 4.常规进行重要器官勾画（颞叶、

颌下腺、腮腺、海马区等）。治疗期间及治疗后积极配合张口、转颈等锻炼。主要关注事件：1.吞

咽困难 2.张口困难 3.口干 4.听力下降 5.皮肤反应 6.放射性脑损伤 7.放射性下颌骨坏死 8.甲状腺功

能下降 9.颅神经损害 10.放射性龋齿 11.肌肉/软组织损伤。 

结果  共入组 50 例患者，其中男性 36 人；女性 14 人；年龄分布 11-80 岁，平均年龄 47 岁。其中

Ⅰ/Ⅱ期共 13 人；Ⅲ/Ⅳ期 37 人。随访至少 2 年以上。生存情况：全组共死亡 4 人（死亡病例均为

远处转移）。1 年生存率 93.59%，2 年生存率 87.18%。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根据 RTOG 放射性损伤分级标准）：1.吞咽困难 0 人；2.张口困难 0 人；3.口

干：全组患者治疗期间均有不同程度口干症状，但无Ⅲ级以上口干，且放射治疗后 2 月内口干症状

轻微，降到 0-Ⅱ级，半年后基本恢复到 0-Ⅰ级；4.听力下降 3 级 2 人，其余无症状；5.皮肤反应 

36 例Ⅰ°皮肤反应，12 例Ⅱ°皮肤反应，2 例Ⅲ°皮肤反应；6.放射性脑损伤 5 例出现 2 级放射性脑

损伤（因病变侵犯颅内），1 例出现无症状脑组织点状坏死；7.放射性下颌骨坏死 全组未见；8.甲

状腺功能下降 N3 分期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甲状腺功能减退；9.颅神经损害 全组未发现放射性颅神经

损害情况 1 例患者 5 年后出现外展受限；10.放射性龋齿 2 例（磨牙区）；11.肌肉/软组织损伤 全

组未见。 

结论  螺旋断层放射治疗特点鲜明（360°照射，扩大低剂量区而降低过热剂量范围），与既往技术

比较，其预后优于 3CRT 及 IMRT，且副反应明显低于既往治疗手段，未来将是鼻咽癌治疗的重要

手段。 

 
 
PA-094 

鼻咽癌首程调强放疗后鼻咽坏死的研究 

 
汤轶强 

江西省肿瘤医院 330029 

 

目的  鼻咽癌首程常规二维放射治疗后鼻咽坏死少见，三维调强放疗鼻咽坏死率有所增加。本文探

讨鼻咽癌首次三维调强放疗后出现鼻咽坏死的发病因素、治疗方法及其预后。 

方法 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初治鼻咽癌三维调强放疗后电子鼻咽镜发现鼻咽坏死的患

者，对其进行临床特征、剂量学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电子鼻咽镜下共发现鼻咽粘膜溃疡 15 例，2 例活检病理证实复发，其余 13 例病理提示坏

死、炎性改变者证实为鼻咽坏死。鼻咽坏死首次证实距末次放疗时间 1-12 月（中位 3 月），坏死

局限于单侧壁者 4 例，弥漫后壁者 9 例。治疗前 MRI 提示，13 例患者溃疡范围均位于原肿瘤区

内，13 例均有颅底斜坡及头长肌侵犯，4 例侧壁溃疡者同时合并溃疡侧翼内肌及翼外肌侵犯。复习

溃疡发生前电子鼻咽镜，所有患者均在溃疡前 1-3 月出现伪膜性粘膜炎，出现溃疡后细菌培养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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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细菌生长。溃疡发生后随访 1-13 月（中位 7 月），2 例患者因大出血死亡（分别于溃疡后 1 月

和 5 月）  

结论 治疗前鼻咽肿瘤侵犯颅底和头长肌与溃疡发生、肿瘤侵犯翼内外肌与侧壁溃疡发生可能相

关。细菌感染为鼻咽坏死的重要发病因素，而伪膜性粘膜炎可能为鼻咽坏死的前驱期。  

 
   
PA-095 

Three demensional DWI-ADC image for early prediction of 

parotid radiation effect on parotid gland during 

radiotherapy for head and neck cancer 

 
feng mei 

si chuan cancer hospital&institution 610041 
 

Purpose/Objective(s)  Early detection of treatment response during delivery of radiation 
therapy (RT) is highly desirable. By measuring changes of 3D DWI-ADC in parotid glands 
during RT delivery for head and neck (HN) cancer and by correlating the changes with treatment 
outcome, we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ADC dynamic ADC change of parotid glands 
as an imaging biomarker for early assessment of radiation side effects. for head and neck cancer 
during radiotherapy and aim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ADC, delivered 
radiation dose, volume regression and secret function of parotid glands. 
Materials/Methods  In this prospective study, 60 HN cancer patients, including 53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5 with laryngeal and 2 with oropharyngeal tumors, were enrolled from 
June 2015 to October 2015. No salivary gland cancer patient was included.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head and neck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image-guided intensity-modulated RT with a 
prescription dose of 70Gy in 35 fractions. Radiotherapy were enrolled in this prospective study 
from Jun. 2015 to Oct. 2015. The salivary gland cancer patients were not included. DWI 
data (b=0, 500, 800s/mm2) investigations were acquired using a performed on 3.0T MRI 
scanner(b=0, 500, 800s/mm2)  at pre-radiation, the 15th fractionradiation, the 25th 
fractionradiation and post-radiation. ADC values were measured in the largest cross section of 
deep and superficial lobes for parotid glands at respectively (P1:deep lobe of ipsilateral, P2: 
superficial lobe of ipsilateral, P3:deep lobe of contralateral, and P4: superficial lobe of 
contralateral). Chewing stimulates test, radionuclide scan and RTOG criteria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ecret function weekly. Pears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used to 
asse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DC, delivered radiation dose, volume regression, and secret 
function of the parotid glands. during the course of radiotherapy. 
Results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53), laryngeal cancer(5) and oropharyngeal cancer(2)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All the patients exhibited mean ADC increases in parotid glands during RT 
delivery, with average mean increased ratios of 10.37±0.15(P1), 10.35±0.13 (P2), 10.35±0.17(P3) 
and 10.35±0.09 (P4) from between pre- to and post-radiation MRI. ADC changes in spinal cord 
were almost invisible (ratio≤4%)0.04±0.01). The Chewing stimulates test, radionuclide scan and 
RTOG criteria showed decreasesd secretion function in all patients at post-radiation. The 
total mean delivered radiation doses to the parotid glands wereas 
29.64±2.39Gy(Pp1), 24.81±3.16Gy(Pp2), 28.37±2.09Gy(Pp3), and 22.32±2.94Gy(Pp4). The 
increased mean ADC increases had a statistical positively correlated ion with the increased 
delivered dose (r1=0.99; r2=0.95; r3=0.96; r4=0.947) during RT delivery,and ha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volume reduction (r1=-0.61; r2=-0.54; r3=-0.51; r4=-0.48) and 
with decreases of secret function of parotid 
glands (r1=-0.74; r2=-0.71; r3=-0.69; r4=-0.68). The mean ADC of deep lobe of ipsilateral parotid 
gland had greatest change compared to among the other lobes. Furthermore, the Change in 
mean ADC was observed changed as early as at the 15th fraction (ratio: 10.48±0.15), while the 
volume and secret function of parotid gland changed had no insignificantly  change at the 15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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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ion.  (ratio:0.08±0.05, 0.09±0.03). During the course of radiotherapy, the increase of 
mean ADC was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livered dose at the 15th fractionradiation (r=0.83). 
The higher the mean ADC at 15th fraction radiation, the lower the secret function at post-radiation 
(r=-0.76).  
Conclusion  ADC value of parotid glands increased greatly for head and neck cancer patients 
during the course of radiotherapy delivery for head and neck cancer patients. This increase It had 
a close negatively correlates ion with the reductions in volume reduction and secret function of 
the parotid glands, and a close positively correlates ion with the increased delivered dose 
of parotid glands. Deep lobe of ipsilateral parotid glands is was the mostly sensitive to 
anatomic area for radiation. These data imply that the Dynamic ADC change detected 
during RT delivery may might be a new and early indicator for to predict and evaluate the 
radiation-related secret function reduction in of parotid glands. 
 
 
PA-096 

T1-T2 期鼻咽癌调强放疗失败模式分析 

 
伍明瑶 何霞云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分析 T1-T2 期初治无转移鼻咽癌经调强放疗治疗后的失败模式。 

方法  分析了 2005 年 1 月－2011 年 6 月 153 例病理明确的 T1-T2 期初治无转移鼻咽癌患者，男：

女之比为 3.03:1（115:38），中位年龄 48 岁（18-73 岁）。根据 2008 分期标准，T1 期：56 例，

T2 期：97 例。全组 153 例均接受了调强放疗，鼻咽大体肿瘤体积及颈部阳性淋巴结大体肿瘤体积

66Gy，临床高危靶体积 60Gy，临床低危靶体积 54Gy。部分 II 期（淋巴结直径大于等于 4 厘

米）、III 期、IV 期的患者接受顺铂为主的化疗。 

结果  中位随访 57 月（13-98 月），5 年总生存率、鼻咽局部控制率、区域淋巴结控制率和无远处

转移率分别为 88.1%、96.9%、94.4%、89.8%。鼻咽复发 7 例，区域淋巴结复发 8 例，远处转移

15 例。T1、T2 的 5 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94.7%和 97.9%（P＝0.716）。N0、N1、N2、N3 的 5

年无远处转移率分别是 95.7%、100.0%、94.7%、66.6%（P＝0.000）。N0、N1、N2、N3 的 5

年生存率分别是 95.7％、100.0%、88.5%、72.0%（P=0.032）。 

结论  调强放疗提高了 T1-T2 期初治鼻咽癌的局部控制率及总生存率。远处转移是最主要的治疗失

败模式，N2-3 的远处转移率明显高于 N0-1，需进一步开展研究控制远处转移。 

 
 
PA-097 

局部晚期鼻咽癌诱导化疗前后血浆 EBV-DNA 及肿瘤体积变化对放

疗敏感性的预测作用研究 

 
宋扬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肿瘤中心 400042 

 

目的 探讨局部晚期鼻咽癌诱导化疗前后血浆 EBV-DNA 拷贝数及肿瘤负荷变化对放疗敏感性的预

测作用。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初治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临床资料，收集患者诱导化疗前后

血浆，TaqMan 荧光探针绝对定量法检测血浆 EBV-DNA 拷贝数。根据 ICRU 第 50 号和 62 号报道

勾画治疗靶区。GTVnx 总剂量为 70-72.6 Gy，单次剂量为 2.12-2.2 Gy，GTVnd 总剂量为 66 

Gy，单次剂量为 2.00 Gy。通过医科达公司 TPS 治疗计划系统(TPS)自动计算 GTVnx、GTVnd，

进而计算出总 GTV 体积。依据 2009 年 RECIST 1.1 标准进行疗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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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入组 129 例患者中 EBV-DNA 阳性 98 例，EBV-DNA 阳性率与年龄，N 分期，颈部转移淋巴

结和总肿瘤体积相关。EBV 病毒感染率随年龄减小逐步增加。放疗结束后淋巴结有残余组 EBV 感

染率显著高于无淋巴结残余组(90.9% vs 68.2%, P=0.004)。放疗后鼻咽部原发肿瘤和颈部转移淋

巴结残余病灶体积与诱导化疗后血浆 EBV 拷贝数呈显著正相关性(rho=0.357, P<0.001;  rho=0.356, 

P<0.001)。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表明诱导化疗后病灶体积、诱导化疗前后肿瘤体积退缩率、诱

导化疗后 EBV 拷贝数、诱导化疗前后 EBV 拷贝数下降率对放疗后鼻咽部无肿瘤残余预测的曲线下

面积及 95%置信区间分别为 0.859 (0.786- 0.933)、0.782 (0.693-0.871)、0.678 (0.564-0.792)、

0.657 (0.543-0.771)；对放疗后颈部淋巴结无残余预测的曲线下面积及 95%置信区间分别为 0.770 

(0.674-0.866)、0.759 (0.663-0.854)、0.653 (0.541-0.766)、0.660 (0.548-0.772)。多变量 Logistic

表明 T 分期、诱导化疗后 EBV 拷贝数和诱导化疗后肿瘤体积是放疗后鼻咽部肿瘤无残余的独立预

测因素，但是该模型并未增加诱导化疗后肿瘤体积的预测效能(AUC: 0.851 vs 0.859, 

z=0.2841,P=0.776)。 

结论 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治疗过程中动态监测血浆 EBV-DNA 水平及肿瘤体积变化，可以预测鼻

咽部及颈部转移淋巴结对调强放射治疗的敏感性。 

 
 
PA-098 

康复新液在防治鼻咽癌放疗引起口腔黏膜炎的作用 

 
李兆元 

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摘 要： 目的：观察康复新液与自制漱口液交替含漱在头颈部肿瘤放疗引起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

临床应用价值。方法：66 例鼻咽癌放疗的患者，均给予调强放射治疗,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

对照组给予常规口腔护理及自制漱口液,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康复新液。对比两组放射性

口腔黏膜反应程度、进食情况及溃疡愈合时间。结果: 放疗结束 2 周后，Ⅰ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研

究组与对照组分别为 16 例（48.5 %）和 19 例（57.6 %），Ⅱ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分别为 6 例

（18.2 %）和 8 例（24.2 %），Ⅲ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为 1 例（3.0 %）2 例（6.0%），无Ⅳ级放

射性口腔黏膜炎发生。无一例患者因放射性口腔黏膜炎而停止放疗。研究组口腔黏膜反应程度明显

轻于对照组,进食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溃疡愈合时间短于对照组(P<0.05)。结论:康复新液联合自制

漱口液对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有一定的预防及治疗作用，可以减轻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症状，明显减轻

头颈部肿瘤放疗引起的放射性口腔黏膜损伤,缩短疼痛时间,促进溃疡愈合，提高生活质量。 

 
 
PA-099 

鼻咽癌病人放疗后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正常组织并发症概率

（NTCP）模型的建立 

 
罗忍 李梅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515031 

 

目的 分析鼻咽癌病人的临床特征及甲状腺接受的放射剂量，建立放疗后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正常组

织并发症概率（NTCP）模型。 

方法 前瞻性入组在汕头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初治的鼻咽癌病人，入组条件为：1.患者无远处转移；2.

患者治疗前无甲状腺功能的紊乱及治疗前甲状腺功能检查未及异常；3.患者治疗前无颈部手术史。

排除标准：患者接受放疗后接受颈部残余淋巴结推量或手术清扫。最终入组 110 人。本研究甲状腺

功能低下定义为：TSH 升高，fT4 的正常或降低。记录患者临床信息：性别、年龄、TNM 分期

（AJCC 第七版）及有无化疗。收集患者甲状腺的剂量参数：Vx（甲状腺接受至少 xGy 的相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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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每隔 5Gy，收集从 V10 至 V60 共 11 个 Vx 剂量参数），Dmin（最小剂量），Dmean（平均

剂量），Dmax（最大剂量）。统计学方法： 使用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临床及甲状腺剂量参数

与甲状腺功能低下的关系。Spearman 系数分析各个因素之间的相关性。当 Spearman 系数大于

0.75 时，排除其中与甲状腺功能低下相关较小的因素。剩余的因素进入自动 logistic 回归构建

NTCP 模型（应用 Dose Response Explorer System 开源软件，最佳的模型变量个数由 leave-one-

out 交叉验证决定）。以 AUC 衡量 NTCP 模型对甲状腺功能低下预测的表现。 

结果 在中位数等于 24 个月的随访时间中，27 个患者（24.5%）发生了甲状腺功能低下。经过

Spearman 系数分析，所有临床因素及 V50、V60 进入自动 logistic 回归分析。leave-one-out 交叉

验证结果显示模型最佳参数个数为 1 个，自动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最佳模型为：NTCP=(1+e^(-

S))^(-1)；S=-3.159+(0.0431?V50)（V50，P = 0.000, odds ratio, 1.048, 95% CI: 1.022 – 1.074；

AUC=0.711）。 

结论 本研究基于 1 个剂量学因素，构建了放疗后甲状腺功能低下的 NTCP 模型。 

 
 
PA-100 

高乌甲素贴片在鼻咽癌患者放射性口腔炎疼痛的疗效观察 

 
翁友良 邱素芳 陈梅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分析并观察高乌甲素贴片在鼻咽癌患者放射性口腔炎疼痛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随机选取 2014 年 8 月～2015 年 9 月收治的 31 例鼻咽癌患者放射性口腔炎疼痛患者，按照

电脑分配原则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15 例）给予常规西药进行临床治疗，研究组

（16 例）在基础上给予高乌甲素贴片治疗。比较对照组和研究组的治疗效果。 

结果 相比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的总有效率更高（P＜0.05）；研究组相比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

的不良反应发生例数更少（P＜0.05）。2 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CPR 和 TNF-α 水平均明显升高，与

同组治疗前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研究组治疗后血清 CPR 和 TNF-α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应用高乌甲素贴片对鼻咽癌患者放射性口腔炎疼痛进行治疗，可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缓解

患者口腔黏膜炎症，减轻疼痛感，改善 CPR 和 TNF-α 水平，值得临床推广。 

 
 
PA-101 

N3 期鼻咽癌患者放化综合治疗化疗周期的探讨 

 
钱普东 张倩 樊琰鑫 

江苏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210009 

 

目的 观察 N3 晚期鼻咽癌患者，放化联合治疗下不同化疗周期对于生存及复发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05 年—2010 年间我科收治的晚期鼻咽癌患者 97 例，根据福建 08 分期，其淋巴结分

期均为 N3 期，调强放疗的同时给予不同周期的 DF 方案化疗。根据化疗周期多少分为≥3 周期组和

≤2 周期组，比较两组的局部复发率，转移率及生存。 

结果 97 例患者中，≤2 周期组患者 57 例，≥3 周期组患者 40 例。≤2 周期组发生无局部复发或转移

43 例（75.4%），≥3 周期组无复发或转移 25 例（62.5%），两组无统计学差异。两组的无复发生

存时间（RFS）及无转移生存时间（DMFS）比较亦无显著性差异。随着化疗周期的增加，血液学

毒性增加，肝、心等的药物损伤程度增加，生活质量不优于化疗周期数少的患者。 

结论  N3 晚期鼻咽癌患者在放化综合治疗时，增加化疗周期并不一定能控制肿瘤的局部复发或转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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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102 

生物钟基因 BMAL1 与鼻咽癌相关性及临床意义的研究 

 
金风 贺前勇 李媛媛 吴伟莉 龙金华 龚修云 陈潇潇 罗秀玲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50003 

 

目的  探讨鼻咽癌组织中生物钟基因 BMAL1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及其与患者临床特征之间的

关系，指导临床评估患者的治疗疗效和预后。 

方法 收集 37 例鼻咽癌和 17 例鼻咽慢性炎症新鲜活检标本，以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两者

BMAL1 mRNA 的表达，并收集 37 例鼻咽癌患者免疫组化 Ki-67 蛋白表达结果。收集 90 例鼻咽癌

蜡块，通过免疫组化方法检测癌组织与癌旁组织中 BMAL1 蛋白的表达，并收集 90 例鼻咽癌患者

免疫组化 Ki-67 蛋白表达结果。通过相对定量法和图形分析软件技术分析鼻咽癌组织中 BMAL1 

mRNA 表达和蛋白的表达水平，探讨 BMAL1 mRNA 的表达量和蛋白的表达量与相关临床特征之间

的意义。 

结果  鼻咽癌组织中 BMAL1 mRNA 相对表达量为 5.719±0.385，鼻咽慢性炎症组织中为

5.302±0.67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769)。CR+PR（有效）组 BMAL1 mRNA 相对表达量为

5.662±0.632，SD+PD（无效）组 BMAL1 mRNA 相对表达量为 8.905±0.6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1）。鼻咽癌组织中 BMAL1 mRNA 高表达组中 Ki-67 蛋白相对表达量为

28.750%±6.032%，低表达组中 Ki-67 蛋白相对表达量为 50.333%±4.53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0）。BMAL1 蛋白在鼻咽癌组织中为低表达，而在癌旁组织中为高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00）。鼻咽癌组织中 BMAL1 蛋白在高表达组中 1，3，5 年的 OS 分别为 94.0%，

76.4%，74.2%，而低表达组 1，3，5 年的 OS 分别为 66.5%，54.4%，27.2%，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5）。高表达组与低表达组 1，3，5 年的 PFS、RFS、DMFS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391，p=0.120，p=0.195）。Cox 多因素回归分析鼻咽癌组织中 BMAL1 蛋白的表达是影响

OS 的独立预后因素（p=0.013）。 

结论  生物钟基因 BMAL1 在鼻咽癌中有表达；BMAL1 基因在鼻咽癌中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抑癌基

因；BMAL1 蛋白高表达组较低表达组有较长的 OS，并有延长 PFS，RFS，DMFS 的趋势；

BMAL1 基因表达水平与 Ki-67 蛋白表达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两者有望成为评估预后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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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103 

Clinical trial of induction chemotherapy and concurrent 

chrono-chemotherapy with radiotherapy in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金风 

贵州省肿瘤医院 550004 

 

Purpose  To  compare the Short-term efficacy and observe the safety. 
Methods  Both study and control group received 2 cycles induction chemotherapy(TPF),and 3 
cycles of concurrent chrono-chemotherapy with IMRT were gone through in the study 
group(cisplatin,100mg/m2,10:00-22:00,continuous intravenous pumping),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3 cycles of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y with IMRT.  
Result  With a median follow-up of 19 months,The study group have a better outcomes in recent 
adverse effects and immune functions. During the phase of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the 
incidence of nausea,vomitingand oral mucositis in two groups was 72.9%:81.2%(p<0.05), 
52.1%:79.2%(p<0.05), 77.9%:89.6%(p<0.05) respectively.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urative effect and overall survival . 
Conclusions  Concurrent chrono-chemotherapy may become a proper treatment for its 
remaining curative effect while reducing adverse effects and improving immune function at the 
same time. 
 
 
PA-104 

MRI/CT 融合图像勾画局部晚期鼻咽癌诱导化疗后靶区对放疗计

划影响的探讨 

 
龚修云

1
 陈海霞

3
 金风

1
 吴伟莉

1
 甘家应

1
 李媛媛

1
 龙金华

1
 陈潇潇

1
 王立敏

2
 

1.贵州省肿瘤医院 

2.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科教科 

3.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 MRI/CT 融合图像勾画局部晚期鼻咽癌诱导化疗后靶区对放疗计划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2-2013 年收治的 52 例局部晚期鼻咽癌诱导化疗后患者，诱导化疗 2~3 周期后行 CT

定位，同期采取相同体位行鼻咽部 MRI 平扫及增强扫描，采集 T1W1 增强图像；分别在 CT 图像

及 MRI/CT 图像进行 GTVnx 勾画；转移淋巴结、CTV1、CTV2 及正常组织均在 CT 图像进行勾

画；形成两套靶区，分别给予相同处方剂量及正常组织限量，物理师分别进行调强放疗计划设计。

计算两套放疗计划靶区适形指数（CI）及均匀指数（HI），统计靶区照射体积、剂量及正常组织受

量。 

结果 局部晚期鼻咽癌诱导化疗后 MRI/CT 融合勾画靶区放疗计划 PTVnx 的 CI 较优于 CT 勾画靶区

放疗计划，（0.077±0.059、0.060±0.034 t=2.908，p=0.005）；两套计划 GTVnx 照射体积比较，

MRI/CT 融合勾画靶区计划大于 CT 勾画计划(41.71±26.86 cm3、38.65±25.66cm3，t=4.098，P＜

0.001)；PTV 照射体积比较无统计学差异（540.37±130.13 cm3、521.41±158.87cm3，t=1.414，

P＜0.163），但靶区剂量及正常组织受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采用 MRI/CT 融合图像对局部晚期鼻咽癌诱导化疗后靶区勾画进行对放疗计划设计无影响，

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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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105 

颈部未达诊断标准可疑阳性淋巴结在 N0 分期鼻咽癌中的预后价

值及放疗剂量推荐 

 
彭浩 陈磊 马骏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510060 

 

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探讨接受调强放射治疗的 N0 分期鼻咽癌(T1-4N0M0)中，颈部可疑阳性淋巴结

的预后价值及临床放疗剂量的推荐。 

方法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 2009 年到 2012 年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收治的 251 例接受调强放射治

疗的 N0 鼻咽癌患者(T1-4N0M0)的临床资料。测量淋巴结的直径时，选择双侧颈部最大的一个淋巴

结，测定其最大层面的短径。根据无瘤生存使用 ROC 曲线来计算淋巴结直径的界值点，依据该界

值点将患者分为小直径组和大直径组；通过处方剂量来计算每个淋巴结所接受的生物等效剂量。使

用及 log-rank 检验比较两组之间的生存差异，用 Cox 风险模型来确定独立的预后因素。 

结果 251 例患者中，197 男性，57 例女性，中位年龄 46 岁(19-77 岁)，淋巴结接受的中位生物等

效剂量为 72Gy，中位随访时间为 49.3 个月(11.0-67.7)。淋巴结直径的界值点为 5.5mm，最终 85

例患者分在小直径组，166 例患者分在大直径组。小直径组跟大直径组相比，4 年无区域复发生存

率(100% vs. 98.8%,P = 0.049)、无瘤生存率(89.4% vs. 95.2%, P = 0.246)、总生存率(94.8% vs. 

96.4%, P = 0.572)和无远处转移生存率( 93.9% vs. 97.6%, P =0.199)没有显著差异。多因素分析显

示淋巴结直径并不是预测无区域复发(HR, ＜ 0.001; P = 0.498)、无瘤生存(HR, 1.914; 95% CI, 

0.704-5.200; P = 0.203)、总生存(HR,1.288; 95% CI, 0.308-5.392; P =0.729)和无远处转移生存

(HR, 2.579; 95% CI, 0.556-11.969; P = 0.226)的独立预后因素。随后根据淋巴结直径进行亚组分

析，淋巴结接受的生物等效剂量超过 72Gy 的患者和小于 72Gy 的患者的预后没有统计学差异(所有

P 值均大于 0.05)，多因素分析也显示生物等效剂量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预后因素(所有 P 值均大于

0.05）。 

结论 本研究首次揭示了颈部可疑阳性淋巴结在接受调强放疗的 N0 鼻咽癌(T1-4N0M0)中没有预后

价值，累计生物等效剂量达到 72Gy 就可以带来足够的临床获益，进一步提高剂量并不能带来更优

的生存结果，反而会增加晚期副反应。 

 
 
PA-106 

HT、sIMRT、VMAT 在鼻咽癌治疗中剂量分布的比较 

 
叶婷 张勇 岳麒 李奇欣 肖斌 张燕华 冯旭东 简薇 段继梅 李荣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 650032 

 

目的 比较螺旋断层放射治疗（HT）和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VMAT)及静态调强放射治疗(sIMRT)

在鼻咽癌病人治疗中的差别，并找出哪种病人能从哪个设备中得到最大的获益。 

方法 从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97 个接受过 HT 治疗的鼻咽癌病人中随机选择 18 例病人用

VMAT 和 sIMRT 进行回顾性再计划。在 Mim 系统中将 3 个计划的 PTV 和 OARs 的累积剂量进行

比较。 

结果 HT、VMAT 和 sIMRT 计划有相近的 PTV 覆盖率。HT 有更好的靶区均匀性、适形度并且能更

好的保护晶体、脑干、脊髓、颞颌关节、口腔、气管-食管(P<0.05)。同时，sIMRT 在降低视神

经、视交叉的剂量表现出明显的优势(P<0.05)。VMAT 计划能更好的保护后颈、内耳(P<0.05)，

VMAT 每次分割的治疗时间短于 HT 和 sIMRT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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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HT 有较好的均匀性、适形度，且能更好的保护晶体、脑干、脊髓、颞颌关节、口腔、气管-食

管。若不能长时间制动，或要更好的保护晚期病人的后颈以防止其水肿，或要保护内耳，VMAT 是

最好的选择。sIMRT 能显著降低视神经、视交叉的剂量。 

 
 
PA-107 

Is the pretreatment level of plasma Epstein-Barr virus 

DNA still associated with 6-year survival outcomes in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Yao JiJin

1,2
,Sun Ying

1
 

1.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ncology in South Chin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ancer Medicine，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Guangzhou 510060， 

Guangdong Provinc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01，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Background  Plasma Epstein-Barr virus (EBV) DNA is an established marker for NPC; however, 
there is unknown whether pretreatment levels of EBV DNA have prognostic value for stratifying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NPC (LA-NPC).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pretreatment EBV DNA in LA-NPC patien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Patients newly diagnosed with stage III or IVA-B NPC (n=1036) and 
treated at our cancer center between 2009 and 2012 were enrolled in a retrospective study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BV DNA measured by real time PCR and distant metastasis-
free survival (DMFS), local-regional relapse-free survival (LRFS),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Results  Receiver operator curves (ROC) were used to identify outcome specific cut-off values 
for ―high‖ and ―low‖ levels of pretreatment EBV DNA. EBV DNA ≥ 1545 copies/mL (high level )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 DMFS, PFS, and OS, but not for LRFS. In conjunction with traditional 
TNM staging, EBV DNA levels were used to identify groups of patients at low (stage III & EBV 
DNA < 1545 copies/mL), intermediate (stage III, EBV DNA ≥ 1545 copies/mL; stage IV, EBV DNA 
< 1545 copies/mL), and high (stage IV & EBV DNA ≥ 1545 copies/mL) risk for disease 
progression. 
Conclusions  Pretreatment EBV DNA level ≥ 1545 copies/mL was correlated with poor clinical 
outcome in LA-NPC. Pretreatment EBV DNA level and clinical stage may complement each other 
for assessing the outcome in LA-NPC patients. 
 
 
PA-108 

吉西他滨周同步化疗联合调强放疗治疗鼻咽癌肝转移癌 

 
张欣平 杨蜜 文世民 

四川省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目的  观察鼻咽癌放化疗后肝转移调强放疗同步吉西他滨化疗的疗效以及不良反应。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7 月期间在我院收治的 34 例鼻咽癌放化疗后肝转移患者

的治疗，随机分为治疗组（17 例）和对照组（17 例）。治疗组采用调强放疗同步吉西他滨方案化

疗；对照组单纯调强放疗。两组放疗均采用常规分割，DT50-60GY/25-30F. 

结果  治疗组与对照组总有效率（CR+PR）分别为 82.4%和 64.7%（χ2=4.099，P<0.05），1 年

生存率分别为 41.2%和 35.3%（χ2=4.619，P<0.05），2 年生存率分别为 29.4%和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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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0.539，P>0.05），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放射性肝炎和粒细胞减少，胃肠道症状，多为Ⅰ、

Ⅱ级，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调强放疗同步吉西他滨化疗治疗鼻咽癌肝转移可提高局部控制率和近期疗效，副反应能耐

受。 

 
 
PA-109 

Investigate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n radiation 

sensitivity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tients 

 
Zhang yue

1,2
,Cheng Xiaoya

1
,Li qinyang

1
,Guan jian

1
,Chen longhua

1
 

1.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ngzhou University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radiation sensitivity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tients. 
Methods and Materials 185 cases from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Every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tient was confirmed by pathology 
and the initial treatment. Patients with CR and PR were classified as sensitive group, SD and PD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as resistance group.W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rapeutic 

effect、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est indicators.  

Results Patients in resistance group were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ly high T stage (p=0.001) 
and N stage (p=0.005). The blood leukocyte counts, neutrophil counts,neutrophil percentage and 
platelet counts were higher for resistance group compared to sensitive group (white blood cell 
counts 8.02±2.3 G/L vs. 6.95±1.96 G/L, p=0.01;neutrophil counts 5.3±1.99 G/L vs. 4.41±1.65 G/L, 
p=0.01; neutrophil percentage 65.62±9.66% vs. 62.58±8.95%, p = 0.037; platelet counts 
281.25±70.53 G/L vs. 249.89±68.96 G/L, p=0.005). Similarly, the mean EBV-DNA quantity level 
of patients in resistant group showed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in sensitive group 
(14.24±35.86x104 copies/ml vs. 2.08±8.04x104 copies/ml, p=0.028). Total of 28 patients suffered 
distant metastases during follow-up.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more resistant patients 
occurred distant metastases (p=0.016).  
Conclusions High level of pre-treatment blood leukocyte counts, platelet counts and EBV-DNA 
quantity might reduce the sensitivity to radiation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tients and lead 
to distant metastases. The mechanism of radiotherapy resista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atients‘ inflammatory and immune status. 
 
 
PA-110 

鼻咽癌调强放射治疗后第二原发癌的临床特征 

 
雷昊

1
 朱小东

2
 

1.湖北省肿瘤医院 

2.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调强放射治疗较常规放射治疗增加了患者辐射致癌风险。鼻咽癌常规放射治疗后第二原发癌

的临床特征已有报道，但调强放射治疗后的相关报道则罕见。本研究拟总结鼻咽癌调强放射治疗后

第二原发癌的临床特征，并评估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放疗科经病理确诊、无远处转移、行全程根治性调

强放射治疗的鼻咽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第二原发癌诊断采用 Warren 和 Gates 标准。累积风险估计

采用 Kaplan-Meier 法，组间差异比较采用 Log-rank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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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527 例患者入组，中位随访时间 45.5 个月（4-97 个月），随访率 98.3％。全组 12 例

（2.3%）患者确诊第二原发癌，其中男 9 例，女 3 例；照射野内、野外各 6 例；上呼吸消化道 8

例，分别为肺 4 例（非小细胞肺癌）、口腔 3 例（2 例舌鳞癌，1 例颊粘膜鳞癌）、胃 1 例（腺

癌），其他部位 4 例，分别为颈 2 例（1 例非霍奇金性淋巴瘤、1 例淋巴上皮瘤样癌）、肾 1 例

（乳头状肾细胞癌）、脑 1 例（胶质瘤）。全组患者 1 年、3 年和 5 年的第二原发癌累计风险率分

别为 0.4%、1.4%和 3.1%；照射野内 1 年、3 年和 5 年的第二原发癌累计风险率分别为 0.4%、

0.8%和 1.5%。男性和女性患者第二原发癌的 5 年累计风险分别累计 3.3%和 2.8%；确诊鼻咽癌时

年龄＞44 岁组和≤44 岁组患者分别为 4.4%和 2.0%；I-II 期组和 III-IVa-b 期组患者第二原发癌的 5

年累计风险分别为 0.8%和 4.1%；有化疗组和无化疗组患者第二原发癌的 5 年累计风险分别为

3.3%和 1.8%；放射治疗时间＞44 天组和≤44 天组患者第二原发癌的 5 年累计风险分别为 4.0%和

2.9%。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P=0.886）、年龄（P=0.142）、临床分期（P=0 .122）、化疗

（P=0.664）、放射治疗时间（P=0.970）与患者调强放射治疗后第二原发癌的累计风险率呈正相

关，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鼻咽癌调强放射治疗后第二原发癌的发生部位并非随机出现，上呼吸消化道是最常见的发生

部位。肺癌是鼻咽癌患者调强放射治疗后最常见的第二原发癌。 

 
 
PA-111 

Pretreatment Nomograms for Local and Regional Recurrence 

after Radical Radiation Therapy for Primary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hen Foping,Lin Li,Qi Zhenyu,Zhou Guanqun,Guo Rui,Hu Jiang,Yao Jijin,Ma Jun,Sun Yi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ncology in Southern Chin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ancer Medicine，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Cancer Center，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6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10060 
 

Backgroun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build nomograms to predict local recurrence (LR) and 
regional recurrence (RR) in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undergone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 
Patients and Methods  A total of 1811 patients with non-metastatic NPC treated with IMRT (with 
or without chemotherapy) between October 2009 and February 2012 at a single cancer center in 
southern China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Nomograms for LR-free rate and RR-free rate at 
3- and 5- year were generated as visualizations of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s, 
and validated using bootstrap resampling, estimating discrimination and calibration. 
Results  Among 1811 patients, LR developed in 90 patients and RR developed in 75 patients 
during the median follow up of 49.50 months. The final prediction model for LR included age, the 
neutrophil/leukocyte ratio (NWR), pathological type, primary gross tumor volume, maxillary sinus 
invasion, ethmoidal sinus invasion and lacerated foramen invasion; and the prediction model for 
RR included NWR, plasma Epstein–Barr virus (EBV) DNA copy number, cervical lymph node 
volume and N category. The models showed fairly good discriminatory ability with 
concordance indices (c-indices) of 0.76 and 0.74 for predicting LR and RR,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proposed nomograms resulted in more-accurate prognostic prediction for 
patients with NPC after IMRT. The use of nomogram predictions sh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in 
other patient groups to asses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nom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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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112 

Clinical outcomes and prognostic value of T3 

subclassification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fter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Yang Youqi,Hu Chaosu 

Cancer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32 

 

Objective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analyze the prognostic value factors in T3 
classification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after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Methods  A total of 348 non-metastatic NPC patients treated with IMRT (96.5% with 
chemotherapy)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All the primary tumors were defined as T3 
according to the 7

th
 UICC/AJCC staging system.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t skull 

base sites and paranasal sinuses involved of the 7
th
 UICC/AJCC were analyzed. 

Results  With a median follow up of 65.7 months, the 5-year local failure-free survival (LFFS), 
regional failure-free survival (RFFS), 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 (DMFS),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for T3 NPC patients were 93.7%, 93.9%, 83.5%, 72.6% 
and 90.9%.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2 abnormality sites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DMFS and DFS (p= .017, p= .011). And 5-year OS of the patients with ≥2 
abnormality sites were worse than those with only one abnormality site (80.8% vs 91.3%). N 
stage (N0-1 vs N2-3)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DMFS, DFS and OS (p= .002, 
p< .001, p< .001). 
Conclusions IMRT provides excellent locoregional control for T3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Distant metastasis becomes the predominant pattern of failure. Subclassifications of 
T3 may have different prognostic values. Treatmen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or patients with 
high risk of distant failure. 
 
 
PA-113 

Dosimetric parameters are associated with local 

recurrence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hen Foping,Qi Zhenyu,Zhou Guanqun,Hu Jiang,Lin Li,Wang Xiaoju,Sun Y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ncology in South Chin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ancer Medicine， Guangzhou 510060， China. 510060 

 

Purpose  To clarify whether dosimetric inadequacy is associated with local recurrence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Methods and Materials  A total of 1580 patients with non-metastatic NPC treated with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at a total prescribed dose of 66-75 Gy (28-35 fractions) between October 
2009 and February 2012 at a single cancer center were retrospectively assessed. Primary tumor 
volume (GTVp), planning target volume (PTVp) and percentage volumes of the PTVp receiving 
less than 66.5 Gy, 70 Gy, and 73.5 Gy (rV66.5, rV70, rV73.5, respectively) were recorded. 
Decision tree models were applied to assess whether the rV values, in addition to T category, are 
associated with local recurrence. 
Results  Local recurrence was related to T category and the degree of under-dosing. T category 
was the primary risk factor for local recurrence (T1-3, 3.8% vs. T4, 10.4%; P < 0.001). The PTVp 
was significantly more under-dosed (P = 0.018) and the high-dose range volume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P < 0.001) in T4 disease than T1-3 disease. The rV66.5 was associated with local 
recurrence in T4 disease (rV66.5 = 0, 2.0% vs. rV66.5 > 0, 12.1%; P = 0.036), while the rV73.5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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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associated with local recurrence in the T1-3 cohort (cutoff = 52.4%, 1.7% vs 5.0%; P = 
0.004). 
Conclusions  Local control in T4 NPC is still far from satisfactory. Improving the coverage of the 
tumor target volumes and reducing the volume of the PTVp receiving less than 66.5 Gy may help 
to improve local control in T4 disease. 
 
 
PA-114 

鼻咽癌预后临床预测指标进展 

 
刘珊，夏云飞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510300 

 

我国鼻咽癌病例数居世界首位，鼻咽癌（NPC）在国内亦俗称―广东癌‖，TNM 分期在鼻咽癌诊断与

预后作用上占绝对地位的。目前国内主要使用的分期标准有中国 2008 鼻咽癌临床分期标准及

UICC/AJCC 第七版鼻咽癌 TNM 分期标准。但我国鼻咽癌病理类型与欧美差别较大，几乎都是分化

极差的鳞癌(WHO Ⅲ型)。故基于我国病例资料的鼻咽临床分期在国际上不可忽视。近五年来众多

研究从临床角度对 TNM 分期进行调整和补充，包括：从生活方式、营养状态、血细胞、血清酶、

影像学参数等角度或结合 TNM 分期预测预后，及探索对 UICC/AJCC 第七版分期中 T、N 分期的

重新分级等，有助于更好地实现未来精确诊断和个体化治疗。 

 
 
PA-115 

中国西北非高发区鼻咽癌 IMRT 放疗后局部复发临床特征与 

预后分期 

 
许曼 

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回顾性分析中国西北地区接受调强放疗（IMRT）后复发的鼻咽癌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旨

在总结鼻咽癌调强放疗后复发的原因并汲取经验与教训，为提高鼻咽癌患者精确放疗的疗效提供理

论支持。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3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我科初诊初治的鼻咽癌患者 688 例，全部患者祖籍均

为我国西北，并长期居住于此。其中经临床症状、MRI/CT/PET 和/或病理证实复发患者 48 例。采

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总生存率（OS），无复发生存率（RFS），无远转生存率（DMFS），无

病生存率（DFS），Logrank 法进行单因素分析对其疗效及预后进行分析。 

结果  全组患者确诊复发 48 例，1 例复发后未治疗并且失访，47 例患者经病理或影像学检查（MRI

和/或 PET/CT）证实复发。全组复发时间为放疗结束后 2.4-95.4 月，中位复发时间 21.3 个月。6

个月至 12 个月复发 9 例，12 个月至 18 个月复发 8 例， 18 个月至 24 个月复发 7 例， 24 个月至

36 个月复发 7 例。1 年累积复发率 21.3%，2 年累积复发率 53.2%，3 年累积复发率 70.2%，5 年

累积复发率 80.9%。总 1 年，3 年，5 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 95.7%，92.2%，88.5%。其中局部

复发 45 例，区域淋巴结复发 2 例，局部合并区域淋巴结复发 4 例。GTV 野内复发 34 例

（72.3%），GTV 边缘复发 7 例（14.9%），CTV 内复发 3 例（6.4%），野外复发 3 例

（6.4%）。单因素分析显示，复发的 T 分期，复发的 N 分期与复发肿瘤体积为总生存的独立预后

因素。进一步对复发后再程治疗患者分析，全部复发患者 5 例确诊复发后未行治疗，1 例放疗 1 次

后中断，34 例患者接受了 IMRT 二程治疗，其中 7 例患者给予铂类为基础的同期化疗。5 例患者复

发后序贯出现远处转移，复发至出现远转时间 16.5 月（2-32.3 月）。全组复发患者确诊复发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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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生存时间 27.0 月（1.4-107.0 月）。接受并完成二程治疗的 41 例患者 1 年生存率 84.2%，2 年

生存率 63.0%，3 年生存率 52.0%。其中 12 例患者因严重放疗并发症死亡，占死亡患者的 60%。 

结论  西北非高发区鼻咽癌精确放疗疗效满意。复发以 GTV 内复发为主要模式。复发患者 T 与 N

分期早，且复发肿瘤体积小，预后好。再程接受 IMRT 治疗的患者，严重放疗并发症为死亡主要原

因。 

 
 
PA-116 

鼻咽癌中 PD-L1 表达与预后相关性分析 

 
许婷婷 沈春英 黄宇翔 胡超苏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对鼻咽癌组织中 PD-L1 表达与 EB 病毒感染和患者的预后进行相关性分析。 

方法 鼻咽癌组织芯片行免疫组化染色，通过分析 82 例鼻咽癌患者肿瘤组织中 PD-L1 和 EBER 分

子标记物的阳性表达情况和临床病理特点进行相关性的分析以及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 在 82 例 EBER、PD-L1 患者样本中表达阳性的比例分别为 73.1%（60/82）和 98.8%

（81/82）。EB 病毒感染和 PD-L1 表达无显著相关性，将 2 个分子标记物的表达情况与患者的临

床资料进行相关性分析，用卡方检验来评价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结果显示，EBER 状态和 PD-L1

表达与患者年龄、性别、是否吸烟、2002 年 UICC/AJCC 分期和 2010 年 UICC/AJCC 分期之间均

无显著的相关性。中位随访时间 52.9 月，EBER（+）与 EBER（-）组 4 年总生存率（OS）、无

进展生存率（PFS）、无转移生存率（MFS）无差别，EBER（+）复发率显著小于 EBER（-）的

患者（88.9% vs 62.4% P=0.016）；PD-L1 表达 3+的患者的 OS、PFS、RFS 和 MFS 均优于 PD-

L1 表达 1+和 2+的患者，但统计差异不显著。亚组分析结果显示，60 例 EBER（+）的患者中，

PD-L1 表达 3+与更好的 PFS 相关（96.0% vs 71.0% P=0.043）。 

结论 EB 病毒感染和 PD-L1 表达无显著相关性，EBER（+）复发率显著小于 EBER（-）的患者，

在 EBER（+）患者中，PD-L1 表达高是预后良好的指标。 

 
 
PA-117 

诱导化疗的疗程数在调强放射治疗的局部区域晚期鼻咽癌中的预

后价值 

 
彭浩 陈磊 马骏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510060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索接受诱导化疗的局部区域晚期鼻咽癌患者的最佳诱导化疗疗程数。 

方法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 2009 年到 2012 年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收治的 569 例接受调强放疗和

诱导化疗的局部区域晚期(Ⅲ-ⅣB 期，T3-4N0 除外)鼻咽癌患者的临床资料。使用倾向性得分匹配

的方法在均衡预后因素后来匹配合适的患者，然后用 log-rank 检验比较不同诱导化疗疗程组之间的

生存差异，用 Cox 风险模型来确立独立的预后因素。 

结果 在接受诱导化疗的 569 例患者中，427 例男性，142 例女性,诱导化疗方案为多西他赛

(75mg/m
2
 d1)+顺铂(75mg/m

2
 d1)(TP)和顺铂(80mg/m

2
 d1)+5-氟尿嘧啶(1000/m

2
 d1-d5)(PF),中位

诱导化疗疗程数为 2 程(2-4),因此患者被分成低疗程(2 程)和高疗程(＞ 2 程)两组。最终，低疗程组

有 322 例患者，高疗程组有 247 患者。通过倾向性得分匹配，从每个组中匹配出 247 例患者，中

位随访时间为 50.1 个月(4.0-70.7)。低疗程组跟高疗程组相比，3 年无远转生存(88.5%vs. 86.4%,P 

= 0.337)、总生存(91.8% vs. 89.3%, P =0.340)、无瘤生存(81.6% vs. 79.2%, P = 0.621)和无局部

区域复发生存(92.1% vs. 90.5%, P = 0.830)均没有差异，多因素分析显示诱导化疗疗程数并不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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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无远转生存(HR, 1.231; 95% CI, 0.771-1.967; P= 0.384)、总生存(HR, 1.248; 95% CI, 0.778-

2.003; P = 0.358)、无瘤生存(HR,1.091; 95% CI, 0.753-1.581; P =0.644)和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

(HR, 1.055; 95% CI, 0.602-1.848; P = 0.852)的独立预后因素。随后根据患者的 N 分期、有无接受

同期化疗进行亚组分析，多因素分析表明在这些亚组分析中，诱导化疗疗程数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预

后因素(所有 P 值均大于 0.05)。 

结论 本研究首次揭示了接受诱导化疗和调强放射治疗的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的最佳诱导化疗疗程

数。结果显示 2 程诱导化疗就可以带来足够的临床获益，进一步增加疗程并不能带来更好的生存结

果，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治疗毒性和经济负担。 

 
 
PA-118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with dermatomyositis in an 

endemic area: An 8-year retrospective study at Sun Yat-

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and literature review 

 
Du Xiao-Jing

1
,Chen Lei

1
,Li Wen-Fei

1
,Tang Ling-Long

1
,Mao Yan-Ping

1
,Sun Ying

1
,Lin Ai-Hua

2
,Ma Jun

1
 

1.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ncology in South Chin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ancer Medicine 

2.Sun Yat-sen University 
 

Background  Although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and dermatomyositis (DM) remains unclear, as a co-morbidity, DM may 
threaten the life of patients, affect treatment choices and further complicate clinical management. 
We aim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rmatomyositis (DM) an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including its clinical features and management, in an NPC-
endemic area.  
Methods  Retrospective assessment of 22 cases of NPC with DM treated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between December 2006 and March 2015. Clinical presentation, 
diagnostic procedures, treatment and outcomes are presented, together with a review of the 
related literature.  
Results  The male to female ratio was 4.5:1. Median age at diagnosis of NPC was 49 years 
(range, 22–66 years). All patients had WHO type II or III NPC. Seventeen of 22 (77.3%) patients 
developed NPC within one year of DM diagnosis; 40.9% patients had early stage NPC; 14/22 
(63.6%) received corticosteroids. All patients received radiotherapy (RT); 7/9 (77.8%) patients 
with early stage NPC (stage I and II) received RT alone, 10/13 (76.9%) with advanced NPC 
(stage III, IVa, IVc) received RT with chemotherapy. The 3-year OS, DFS, DMFS and LRFS rates 
were 76.6%, 71.2%, 77.5% and 92.9%,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NPC is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cy associated with paraneoplastic DM in 
souther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Nasoendoscopy and biopsies may contribute to early 
diagnosis of NPC in patients with DM. Cancer management and corticosteroids represent the 
mainstay treatment for NPC with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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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119 

Use of pretreatment serum uric acid level to predict 

metastasis in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Du XiaoJing

1
,Chen Lei

1
,Li Wen-Fei

1
,Tang Ling-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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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Yan-Ping

1
,Guo Rui

1
,Sun Ying

1
,Lin Ai-Hua

2
,Ma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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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ncology in South Chin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ancer Medicine 

2.Sun Yat-sen University 
 

Background  This study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pretreatment serum 
uric acid for metastasis in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treated with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Method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examined 1063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Multivariate survival analysis was used. 
Results  High pretreatment SUA level (>353.4 mmol/L) independently predicted 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 (P = 0.013) and was associated with high white blood cell (P = 
0.005) and lymphocyte (P < 0.001) counts, and male gender (P <0.001). Also, SUA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patients with T1-3 classification (P = 0.042). For patients with subsequent 
lung metastases following treatment, markedly higher pretreatment SUA levels were 
detected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ho had other distant metastases (P = 0.012) and patients 
without distant metastasis (P = 0.024). 
Conclusion Pretreatment SUA may be a useful biomarker for evaluating treatment options 
for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120 

局部复发鼻咽癌再程适形调强放疗后放射性颞叶损伤的相关剂量

-体积参数分析 

 
刘帅

1
 韩非

2
 

1.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2.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目的  分析局部复发鼻咽癌患者再程适形调强放射治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后与放射性颞叶损伤（temporal lobe injury，TLI）相关的剂量-体积参数，为临床控制再程

颞叶受量提供参考。 

方法  首程二维常规放疗后复发而未出现 TLI 的鼻咽癌患者，接受再程 IMRT 后发生 TLI，在 IMRT

计划上分别勾画颞叶坏死及水肿的范围，计算两程放疗后坏死及水肿区域的颞叶受照剂量。分析颞

叶坏死区域剂量与坏死体积的关系，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选取控制颞叶坏死范围的剂量截点。统计随访满 3 年的 181 侧颞叶，读取每侧颞叶

的剂量体积直方图（dose volume histogram，DVH），记录颞叶剂量-体积参数：D0.3cc、

D0.5cc、D1cc、D3cc、D5cc、D10cc、D15cc、V40、V45、V50、V55、V60（Dxcc，xcm3 颞

叶受照射的剂量；Vy，超过 yGy 剂量的颞叶体积），比较发生与未发生 TLI 者的剂量-体积参数。

因子分析筛选出对 TLI 贡献率高的剂量-体积参数，Logistic 回归模型进一步进行分析。 

结果  再程放疗后受照射坏死区剂量明显高于水肿区剂量，二者具有相关性（r=0.761，p＜

0.001）。两程放疗后坏死区最大剂量及平均剂量的 2Gy 分次等效生物剂量（EQD2-∑Nmax，

EQD2-∑Nmean）与体积具有相关性（rNmax=0.681，p＜0.001；rNmean=0.588，p＜0.001）。

EQD2-∑Nmax 与坏死体积的大小呈线性相关（R2=0.378，p＜0.001）。当 EQD2-∑Nmax＜

133.0Gy 时，颞叶坏死区的体积一般会控制在 3cm3 以内（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73，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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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8-0.967，p＜0.001）。再程 IMRT 后，D1cc 是发生 TLI 的预测因子（p＜0.001，OR:1.2，

95%CI:1.13-1.29）。首程二维常规放疗 68-70Gy 者，D1cc＜52.3Gy 时，再程放疗后发生 TLI 的

概率较低。 

结论  复发鼻咽癌再程 IMRT，颞叶坏死区域体积的大小与剂量呈正相关，小范围的高剂量照射更

易导致 TLI 的发生。 

 
 
PA-121 

鼻咽癌调强放疗后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研究 

 
翟瑞萍 应红梅 杜承润 孔芳芳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探索鼻咽癌患者在调强放疗后短期内甲状腺功能的变化情况。 

材料和方法  入组了 2012 年 2 月至 2013 年 12 月份在我院行根治性放疗的 135 例初治鼻咽癌患

者，所有患者均给予调强放疗（IMRT）。其中 T1 及 T2 期患者给予 66Gy, T3 及 T4 期患者给予

70.4Gy，阳性淋巴结给予 66Gy,治疗分 30 次或 32 次完成。甲状腺激素测定时间为治疗前，化疗

后，放疗后，放疗后 3 月及之后每半年一次。通过我院治疗计划系统(TPS)收集垂体及甲状腺的多

项剂量参数。本研究的终点事件（甲状腺功能减退）定义为促甲状腺激素水平（TSH）的升高，伴

有或不伴有游离甲状腺素（FT4）的下降。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发生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采

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来分析影响甲状腺功能减退发生的因素。 

结果  本研究的中位随访期为 26.1 个月（2.7-40.2 个月），放疗后 2 年及 3 年的甲减发生率分别为

27.0%和 52.8%。甲状腺功能减退发生的中位时间为 12.9 个月。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甲状腺的平

均剂量 Dmean 是影响甲状腺功能减退发生的独立因素，其中 Dmean 大于 44Gy 的患者发生甲状

腺功能减退的风险是 Dmean 小于 44Gy 患者的 4.944 倍（P=0.009）。治疗前甲状腺的体积 TV 也

是影响甲状腺功能减退的重要因素，TV 大于 16cc 患者甲减发生的概率为 TV 小于 16c 患者的

0.164 倍（P=0.000）。甲状腺毒血症的发生有增加甲状腺功能减退发生概率的趋势。 

结论  治疗前甲状腺体积 TV 和甲状腺的平均剂量 Dmean 被证明为影响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独立因

素。建议将甲状腺的平均剂量控制在 44Gy 以下。 

 
 
PA-122 

TPF 诱导化疗的近期疗效可以预测局部区域晚期鼻咽癌患者的 

远期生存 

 
彭浩 陈磊 马骏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510060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索 TPF 诱导化疗近期疗效在局部晚期鼻咽癌(Ⅲ-ⅣB 期，除外 T3-4N0)的预

后价值，从而在根治性放疗前筛选出预后较差的高危患者。 

方法 我们分析了本课题组前期开展的一项关于 TPF 诱导化疗+同期放化疗对比单纯同期放化疗的

前瞻性Ⅲ期临床研究的资料，TPF 诱导化疗方案为多西他赛(60mg/m2 d1) + 顺铂 (60mg/m2 d1) + 

5-氟尿嘧啶 (600mg/m2 d1-d5),同期化疗方案为顺铂(100mg/m2 q3w)，所有患者均接受调强放射治

疗。根据患者的诱导化疗反应分为完全缓解组(CR)、部分缓解组(PR)、疾病稳定组(SD).使用 log-

rank 检验比较各组之间的生存差异，用 Cox 风险模型确定独立的预后因素。 

结果 230 例接受了 TPF 诱导化疗后可评估疗效的患者纳入了本研究，男性 183 例，女性 47 例。

三程诱导化疗后，26 例达到了 CR，183 例为 PR，21 例为 SD。患者整体中位年龄 42 岁(19-

59)。与 SD 组相比，CR 组(88.5% vs. 60.0%, P = 0.012)和 PR 组(81.0%vs. 60.0%, P = 0.006)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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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更高的 3 年无瘤生存率，3 年总生存率 CR 组(96.2%vs. 75.0%, P = 0.041)和 PR 组(93.3%vs. 

75.0%, P = 0.018)也明显高于 SD 组，多因素分析显示诱导化疗的近期疗效可以独立地预测 3 年无

瘤生存(CR 组对比 SD 组:HR, 0.256; 95% CI,0.068-0.956; P = 0.043; PR 组对比 SD 组: HR, 0.411; 

95% CI, 0.197-0.855; P = 0.017) 和总生存(PR 组对比 SD 组: HR, 0.342; 95% CI, 0.126-0.931; P 

= 0.036).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 TPF 诱导化疗后的近期疗效可以很好的预测局部区域晚期鼻咽癌患者(Ⅲ-ⅣB

期，除外 T3-4N0)的长期生存，从而对患者进行危险分层，有助于个体化治疗策略的实施。 

 
 
PA-123 

鼻咽癌放射治疗联合铂类药物化疗的临床应用探讨 

 
秦继勇 李 磊 李晓江 鞠云鹤 

云南省肿瘤医院 650118 

 

背景  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PC)是我国华南地区常见多发恶性肿瘤，放射治疗一

直以来是鼻咽癌治疗的基石；30 多年来，在放射治疗技术水平提高的同时，全球进行了许多鼻咽

癌放疗联合以顺铂为主的铂类药物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极大鼓舞国内外学者不断研究铂类药

物在鼻咽癌治疗中的应用，并推出新的铂类药物和含铂类化疗方案，使得放射治疗联合基于铂类药

物的化疗成为了治疗鼻咽癌的有效方法，试图进一步提高患者的局部控制率和生存率。 

目的  分析、讨论在鼻咽癌诱导化疗、同步放化疗和辅助化疗中顺铂、卡铂、奈达铂、奥沙利铂各

自的临床应用研究、疗效、副作用及存在的问题。方法：回顾复习相关文献，对鼻咽癌放射治疗联

合各铂类药物化疗的临床应用研究作一探讨。 

结果  鼻咽癌放射治疗联合化疗，铂类药物是不可缺少；大多数研究都支持基于顺铂的同步放化疗

作为标准方案，目前尚缺乏足够大样本其他新铂类药物和顺铂在治疗鼻咽癌的随机对照研究来说明

新一代的铂类疗效更显著。尽管国内外学者探索性使用其他含新铂类药物联合放疗治疗鼻咽癌的临

床研究显示，新的铂类药物毒性更小，也具有很高的应答率，但并没有显示出比顺铂更强的抗肿瘤

细胞效应。 

结论  鼻咽癌放射治疗联合铂类药物化疗，在已发表的相关文献中未检索到基础、临床的随机、多

中心头对头研究结果报道；应继续探索新的疗效更好、副反应更小的铂类药物以及更有效的含铂类

药物化疗方案。 

 
 
PA-124 

鼻咽癌高危 CTV 勾画的探讨—单纯几何外扩 

 
龚晓昌 

江西省肿瘤医院 330029 

 

背景与目的 目前鼻咽癌调强放疗的肿瘤靶区（Gross Tumor Volume,GTV）勾画方式在各大放疗中

心基本相似，但临床靶区(Clinical Tumor Volume,CTV)的设置与勾画仍存在差异。本研究探讨

GTVnx 外扩 8mm(单纯几何外扩)形成高危 CTV（CTV1）的靶区勾画方式的调强放疗的近期疗

效、预后因素及此靶区划分的合理性。 

方法 2010 年 10 月起收入我院的部分初治无转移的鼻咽癌患者改用新高危 CTV 勾画方式，截止时

间为 2015 年 12 月。观察所有入组患者的近期疗效和毒副反应，分析预后因素。 

结果 共计 265 例患者纳入研究，根据第七版 AJCC 分期，Ⅰ期 4 例、Ⅱ期 33 例、Ⅲ期 91 例、Ⅳ

期 137 例。中位随访时间为 33 个月,出现 25 例死亡，40 例进展。进展患者中 75%（30 例）为远

处转移，20%（8 例）局部复发，12.5%（5 例）区域复发。其中 1 例局部区域复发，2 例复发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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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8 例局部复发患者中 7 例被证实为野内复发。3 年无进展生存率（PFS）、无局部区域复发

生存率（LRRFS）、无局部复发生存率（LRFS）、无转移生存率（DMFS）及总生存率（OS）分

别为 82.9%、94.6%、96.3%、87.1%、90.9%。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总分期、总分期和 N 分期、

LDH≥210U/L 和 N 分期分别为 OS、PFS、DMFS 的独立预后因素（P 值均小于 0.05）。 

结论 调强放疗采用 GTVnx 单纯的几何外扩 8mm 边界形成 CTV1 可缩小高危临床靶区，并且获得

较好的局部控制率。 

 
 
PA-125 

MRI 模拟定位在鼻咽癌肿瘤靶区勾画中作用的初步结果 

 
姜玉良 田素青 王俊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2015 年 9 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初治的病理诊断明确鼻咽癌患者 14 例，T 分

期按 98 鼻咽癌分期标准:T1 期 1 例；T2 期 2 例，T3 期 8 例，T4 期 3 例。由 3 位放疗科医师（高

年资主治医生或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分别对每例患者增强 CT 图像及 MRI 图像进行盲态独立勾画

靶区。为方便比较,我们仅对所勾画鼻咽部原发病灶的靶区(GTV)进行统计分析。每个病例分别拥有

3 个基于 CT 图像的 GTV(以下简称为 CT 靶区)及 3 个基于 MRI 图像的 GTV(以下简称为 MRI 靶

区)。对 CT 靶区及 MRI 靶区，比较基于 CT、MRI 靶区的体积、不同医生所划靶区的重叠度、变异

系数。统计方法：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  增强 MRI 图像勾画的平均靶区体积为 24.9cc，增强 CT 图像勾画的平均靶区体积 23.8cc，两

组结果间未见统计学差异（P=0.105）。两组变异系数比较，MRI 靶区平均 COV 为 0.44，MRI 靶

区平均 COV 为 0.47，两组结果间未见统计学差异（P=0.201）。重叠度比较，MRI 靶区平均

Cigen 为 0.47，MRI 靶区平均 Cigen 为 0.38，两组结果间有统计学差异（P=0.020） 

结论  MRI 在显示软组织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尤其用于分辩肿瘤组织与正常肌肉组织、良性病变

的鼻甲黏膜，判别颅底、斜坡、翼突等是否受累等。CT 能较好地显示颅底骨皮质破坏，且对圆

孔、卵圆孔、颈动脉孔和颈静脉孔的破坏显示较为满意。本研究 MRI 及 CT 两组勾画的平均靶区体

积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须后续工作中增加研究病例。借助 MRI 不同医生勾画 GTV 范围更接近，

CT 差别较大；故判断肿瘤与软组织间边界及是否侵犯，MRI 靶区较好。肿瘤累及颅底、斜坡等可

参照 CT 靶区。MRI/CT 融合图像能提高靶区勾画的准确性, 更利于精确放疗的实施。 

注：重叠度（Cigen，Conformity Index General）： 重叠度为 1 表示全部重叠，为 0 表示完全没

有重叠。部分变异系数（COV，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标准差/平均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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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126 

COX-2、 VEGF 在鼻咽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林色南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探讨环氧化酶-2（COX-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鼻咽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鼻

咽癌 TNM 分期、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 S-P 法，检测 20 例正常鼻咽粘膜，111 例鼻咽癌组织中 COX-2、VEGF

蛋白的表达情况，并分析二者表达的相关性及其与鼻咽癌 TNM 分期和预后之间的关系。 

结果 （1）111 例鼻咽癌组织中，COX-2 表达阳性率为 76.58%（85/111），VEGF 表达阳性率为

66.67%（74/111），均明显高于正常鼻咽粘膜组织，P〈0.01。（2）COX-2、VEGF 在鼻咽癌组

织中的表达均与鼻咽癌 TNM 分期呈正相关，分期越高，表达阳性率越高，P〈0.01。（3）COX-

2、VEGF 在鼻咽癌组织中的表达存在正相关的线性趋势，P〈0.01。（4）COX-2、VEGF 的表达

与鼻咽癌预后相关，表达阳性者生存率低于表达阴性者，P〈0.01；多因素分析显示二者的表达均

是影响鼻咽癌生存的预后影响因素。 

结论  COX-2、VEGF 在鼻咽癌组织中均呈过表达，其表达与鼻咽癌的临床分期及不良预后密切相

关，二者的表达和淋巴结转移、近期疗效是鼻咽癌预后的影响因素，可作为预测鼻咽癌恶性度和判

断预后的重要的分子生物学指标。 

 
 
PA-127 

诱导化疗联合放疗治疗老年鼻咽癌的疗效和安全性 

 
陈碧娟

1,3
 罗德红

4
 许婷婷

1
 胡超苏

1
 陆嘉德

2
 孔琳*

1,2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 

2.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放射治疗科 

3.福建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4.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 

 

目的  探讨诱导化疗联合放疗治疗老年鼻咽癌的疗效和安全性。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0 例于 2005.10-2012.9 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初诊老年鼻

咽癌患者（年龄>65 岁）。中位年龄 67.5 岁（65~80y）。所有患者均经病理证实，并接受诱导化

疗联合放疗+/-同步化疗+/-辅助化疗。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放疗计划，其中 2D-CRT 34 例

（20.0%）、3D-CRT 6 例（3.5%）、IMRT 124 例（72.9%）及 2D/3D-CRT+IMRT 6 例

（3.5%）。诱导化疗方案主要有 PF（铂类+5-Fu）、TP（多西他赛+铂类）、TPF（紫杉类+铂类

+5-Fu）、GP（吉西他滨+铂类）及其他，比例分别为：34.7%（59/170）、20.6%（35/170）、

22.4%（38/170）、17.1%（29/170）及 5.3%（9/170）。同时，28.2%（48/170）患者完成以铂

类为基础的同步化疗，28.8%（49/170）患者完成 1-3 周期的辅助化疗。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24 个月（2~88 个月）。2 年生存情况如下：OS 93.5%、LRFS 93.9%、

RRFS: 93.7%、DMFS 88.5%、PFS：81.6%。主要治疗失败模式为：局部复发 13 例（7.6%）、

区域复发 9 例（5.3%）、远处转移 22 例（12.9%）。远处转移的部位主要为骨、肺、肝、腋窝淋

巴结及纵膈淋巴结。死亡 21 例（12.4%）。诱导化疗期间 3 度及以上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白细胞降低 22(12.9%)、中性粒细胞降低 27(15.9%)、血小板降低 4(2.4%)、骨髓抑制

33(19.4%)；放疗期间 3 度及以上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黏膜炎 52(30.6%)，白细胞降低

6(3.5%)、中性粒细胞降低 4(2.4%)、血小板降低 8(4.7%)、骨髓抑制 12(7.1%)。 

结论  老年鼻咽癌患者能够很好地耐受诱导化疗联合放疗的治疗策略，并具有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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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128 

鼻咽癌调强放疗中腮腺及肿瘤体积变化规律 

 
马代远 刘娟 谭榜宪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  探讨局部晚期鼻咽癌（III-IVa 期）患者调强适形放疗中腮腺及肿瘤体积变化规律。 

方法  入组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8 月在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肿瘤科行放化疗的 82 例 III-IVa 期初

诊鼻咽癌为研究对象。在放疗前、放疗 15 次、放疗结束时勾画全组患者上述各时间点腮腺体积、

鼻咽原发肿瘤及颈部转移淋巴结体积，分析腮腺与肿瘤体积变化规律。 

结果  鼻咽原发肿瘤及颈部转移淋巴结的体积在放疗前 15 次变化比 15 至 28 次明显(20.60±15.58% 

vs.11.73±16.13%、43.35±25.96% vs. 26.19±19.85%）(P<0.05)。而双侧腮腺体积变化在两时间

段未见明显差异（P>0.05)。 

结论  鼻咽癌放疗期间肿瘤缩小在放疗前 15 次较 15 次至 28 次明显，而腮腺体积变化在两时间段

无明显差异，为更好的保护腮腺，鼻咽癌患者放疗首次改野可以考虑在放疗 15 次时进行。 

 
 
PA-129 

中药干预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放射性腮腺损伤的临床研究 

 
马代远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  初步探讨中药组方甘露饮对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放射性腮腺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  入组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8 月在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肿瘤科的 46 例诱导化疗后的 N2-3

期鼻咽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 26 例（自放疗开始至放疗后 3 月口服甘露饮干预）、

对照组 20 例（仅行同步放化疗），两组在同步放化疗前、放疗 15 次、放疗结束、放疗后 1 月、3

月行 SPECT 检测，并记录上列各时间点及放疗后 6 月、1 年时口干分级。 

结果  1.实验组在放疗 15 次时腮腺功能损伤比对照组轻（P<0.05），但放疗结束、放疗后 1、3 月

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2.实验组在放疗 15 次、放疗结束、放疗后 1 月、3 月口干症状与

对照组未见统计学差异（P>0.05），但放疗后 6 月、1 年则轻于对照组（P<0.05）。 

结论  甘露饮对腮腺功能的保护在放疗前 3 周体现，放疗中后期的保护作用不明显，但能改善鼻咽

癌患者放疗 3 月以后的口干症状。 

 
 
PA-130 

20 例妊娠哺乳期鼻咽癌临床观察 

 
廖瑜露 

江西省肿瘤医院 330000 

 

目的 观察妊娠哺乳期鼻咽癌患者。 

方法 20 例初治妊娠哺乳期鼻咽癌患者中，8 例行单纯根治性放疗,11 例行放化综合治疗。其中 1 例

采用调强适形放疗。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15 个月, 20 例患者均无严重放射性损伤。8 例单纯放疗患者 1 年总生存率

50%，2 年总生存率 50%，12 例放化疗综合治疗患者 1 年总生存率 91%，2 年总生存率 80.2%。

全组 1 年 75%,2 年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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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IMRT 在初治鼻咽癌可获得理想的剂量分布,正常组织得到很好的保护,急性毒副反应可以耐受,

临床疗效满意。 

 
 
PA-131 

鼻咽癌调强放疗颈部靶区优化的临床研究 

 
问静 黄生富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鼻咽癌调强放疗颈部靶区基于 RTOG0225 指南进行Ⅰb 区、Ⅳ区、C1 横突水平以上Ⅱb

区优化的可行性，为鼻咽癌调强放疗选择性减少颈部照射范围提供依据，实现鼻咽癌―减毒‖放疗。 

方法  回顾分析 2011 年 11 月～2015 年 11 月收治的 313 例初治鼻咽癌调强放疗患者，剔除未进行

颈部靶区缩减的 31 例，共 282 例在多模态影像指导下进行了 1~6 个区域照射范围的缩减。   

结果  282 例患者分为前期优化组 89 例及后期优化组 193 例，前期优化组对于 N0、N1、N2、N3

优化程度（≥3 个区域优化者百分比）分别为 79.3%、60.5%、10%、0，后期优化组的优化程度分

别为 93.2%、91.1%、94.1%、42.9%。全组随访时间 6-56 月，中位随访时间 38 月，未发现颈部

优化区域失败；共有 5 例出现颈淋巴结复发，均为高剂量区域野内复发。  

结论  在多模态影像指导下结合鼻咽癌颈部淋巴结转移规律，进行鼻咽癌调强放疗颈部靶区的优化

是安全的。 

 
 
PA-132 

血浆和全血 EBV-DNA 载量比值在预测鼻咽癌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

中的作用 

 
王紫晶 胡斌 林勤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全血联合血浆 EBV-DNA 载量在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局部复发

或远处转移中的作用。  

方法  自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收集 185 例经病理确诊为鼻咽癌患者及 85 例与 EB 病毒感染

无相关疾病体检者的全血样本，其中局部复发和（或）远处转移者 25 例（复发转移组），治疗后

无局部复发和（或）远处转移者 160 例（无复发转移组），85 例与 EB 病毒感染无相关疾病体检

者作为对照组。利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同时检测血浆和全血中 EBV-DNA 载量。Mann-Whitney 

U(非参数秩和检验)分析三组血浆、全血 EBV-DNA 载量及其比值（Q 值=血浆 EBV-DNA 载量/全血

EBV-DNA 载量）的差异。 

结果  1.复发转移组血浆 EBV-DNA 载量中位数水平 3250IU/ml、均显著高于无复发转移组

12.9IU/ml、健康对照组 0IU/ml（p＜0.05）。2.复发转移组全血 EBV-DNA 载量中位数水平

1620IU/ml 高于未复发转移组 12.9 IU/ml（p＜0.05），但与健康对照组（1030IU/ml）相比没有显

著差异（P>0.05）。3.鼻咽癌复发转移组 Q 值中位数水平 2.01，且 75%复发转移患者 Q

值>1.50，均高于无复发转移组 1.00（p＜0.05）及对照组 0（P<0.05）。 

结论  血浆和全血 EBV-DNA 载量比值可作为新的鼻咽癌复发或转移预测的潜在标志物，用于鼻咽

癌预后预测。临床需更多样品支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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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133 

鼻咽癌调强放疗后发生鼻咽坏死的早期表现及临床干预 

 
郭业松 黄生富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研究鼻咽癌调强放疗后发生鼻咽坏死的早期影像、鼻咽镜下表现及进行鼻咽镜下清创、冲洗

等临床干预的结果。 

方法  回顾性研究单治疗组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鼻咽低分化鳞癌患者行 IMRT 共 203 例。依

据 08 分期：Ⅰ期 6 例（2.95%），Ⅱ期 55 例（27.1%），Ⅲ期 70 例（34.4%），Ⅳ期 72 例

（34.6%）。初治患者放疗剂量：GTVnx 

61.04-75.52Gy/28-34f，GTVnd 50-75Gy/28-34f，CTV1 56-60Gy/28-32f，CTV2 50-52Gy/28f。

16 例患者未行化疗，187 例进行了以铂类为基础的诱导或同步化疗 1-3 个周期，放疗后行系列

MRI 随访，末次随访时间 2016-7-31。  

结果  鼻咽坏死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病变局限于鼻咽浅表组织，主要表现为鼻咽粘膜缺血变

性，镜下表现为局部粘膜呈灰白色变性，称为鼻咽坏死前期；第二阶段，粘膜坏死向纵深发展，可

见鼻咽深层组织如粘膜下组织、肌肉、筋膜等软组织坏死，称为软组织坏死期；第三阶段，在第二

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颅底骨质坏死，可伴有骨髓炎，称为骨坏死期。203 例患者共有 8 例发

生鼻咽溃疡坏死，发生率为 3.9%，中位发生期为 87 天。均系随访过程中影像学改变而发现，镜下

均表现为第一阶段。8 例 MRI 下表现：T1 增强表现为鼻咽粘膜缺损，不连续，表面可见分泌物附

着，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 DWI） 上表现为不均匀的低信号。其中 5 例发生早期坏死后，即给与电

子鼻咽镜下一周一次的清创、镜下深度冲洗及患者自我冲洗 3-5 次/天，经 1-2 月的处理后鼻咽镜下

均见粘膜色泽恢复正常，表面偶可见少许干性分泌物附着；3 例最初未引起重视，待出现头痛、颈

部不适、鼻臭时，MRI 表现较前明显进展，严重者出现巨大坏死腔，甚至包绕颈内动脉、鼻咽腔与

副鼻窦腔相通。镜下鼻咽腔内大量脓性分泌物附着，经过清创冲洗后可见巨大窦腔或颅底骨质暴

露，甚至与副鼻窦腔相通，该 3 例经过 2-4 周清创后头痛、颈部不适等症状均明显改善，MRI 影像

检查亦显示粘膜缺损较前好转改善。 

结论  鼻咽癌调强放疗后发生鼻咽坏死几率较低，一旦 MRI 影像学发生可疑鼻咽粘膜不连续，分泌

物附着时，需引起足够重视，早期给与电子鼻咽镜检查及处理，可避免发生严重后遗症，极大改善

患者预后，提高其生活质量。 

 
 
PA-134 

3-4 周期新辅助化疗对 N2-3 期鼻咽癌的临床价值分析 

 
魏嘉旺

1
 黄蓉

2
 余昕

1
 王俏璇

1
 肖巍魏

1
 卢丽霞

1
 高远红

1
 常辉

1
 

1.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2.赣州市人民医院 

 

目的 探讨 3-4 周期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T）对 N2-3 期鼻咽癌预后的影

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07 年 10 月至 2010 年 9 月间 915 例 T1-4N2-3M0 期鼻咽癌的资料。以行 3-

4 周期 NACT 患者为观察组（NACT≥3 组），行 2 周期 NACT（NACT=2 组）和未行 NACT

（NACT=0 组，即同期放化疗组）患者作为对照组。以年龄、N 分期、病理类型、NACT 方案按照

比例 1:2:1 配对后，NACT≥3 组、NACT=2 组、NACT=0 组分别有 179、358、179 例纳入生存分

析。Kaplan-Meier 法计算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无病生存率（Disease-free 

Suvival，DFS）、无局部复发生存率（Local 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及无远处转移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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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MFS）。对数秩法进行单因素分析，Cox 模型进行多因素分

析。 

结果 NACT≥3 组、NACT=2 组、NACT=0 组 5 年 OS 分别为 89.4%、81.6%、73.7%(P<0.001)，5

年 DFS 分别为 83.2%、69.8%、64.2%(P<0.001)，5 年 RFS 分别为 86.0%、76.0%、

69.3%(P=0.001)，5 年 MFS 分别为 86.6%、76.0%、68.3%(P<0.001)。NACT≥3 组 5 年 OS、

DFS、RFS、MFS 均高于 NACT=2 组和 NACT=0 组。3-4 周期新辅助化疗是 N2-3 鼻咽癌 OS、

DFS、RFS 及 MFS 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3-4 周期新辅助化疗能显著改善 N2-3 期鼻咽癌预后。该结论的可靠性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加

以证实。 

 
 
PA-135 

RNA 干扰沉默 HIF-1α 对鼻咽癌细胞 apelin 表达的影响 

 
徐钢 闫茂生 

深圳市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 518020 

 

目的  探讨乏氧条件下 apelin 在鼻咽癌 CNE-2 细胞中的表达情况以及乏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 HIF-1α）对 apelin 表达的调控作用。 

方法  采用 CoCl2 诱导 CNE-2 细胞乏氧，应用瞬时转染法将 HIF-1α 小干扰 RNA（small 

interference RNA, siRNA）转染入 CNE-2 细胞，Real time PCR 检测细胞中 HIF-1α 和 apelin 

mRNA 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中 HIF-1α 蛋白表达，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细胞培养上清

中 apelin 含量。 

结果  随着乏氧诱导时间的增加，CNE-2 细胞 HIF-1α 和 apelin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逐渐增多，给

予 HIF-1α siRNA 干扰后，CNE-2 细胞 HIF-1α 和 apelin 的 mRNA 和蛋白的表达均受到明显抑制。 

结论  乏氧可诱导 CNE-2 细胞 apelin 表达增多，且 HIF-1α 可能参与调控 apelin 的表达。 

 
 
PA-136 

化疗及局部加量在鼻咽癌调强放疗中的疗效分析 

 
王丽君 钱普东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化疗与局部加量的治疗手段初治鼻咽癌调强放疗（IMRT）中的地位及疗效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3 月至 2013 年 8 月收治的 556 例（根据鼻咽癌 2008 分期标准Ⅰ、Ⅱ、

Ⅲ、Ⅳ期分别为 2.7%、11.2%、36.3%和 49.8%）初治鼻咽癌采用 IMRT 的临床诊治情况。收集

556 例患者的一般资料，采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单因素预后分析用 Log-rank 法，率

的比较用 Fisher 精确检验。  

结果 本组患者中有 50.9%给予奈达铂为基础的化疗 1-4 周期，在初始计划完成后有 33.3%的患者

给予鼻咽原发灶和/或淋巴结加量，其中 13.1%给予原发灶加量，6.5%给予残留淋巴结加量，

13.7%对鼻咽原发灶及淋巴结都作了推量。全组五年的生存率、局控率、无远转率及无瘤生存率分

别为 85.9%、94.6%、87.9%和 82.4%。化疗与否、原发灶是否加量、淋巴结是否加量均对局控率

无显著影响；原发灶及淋巴结是否加量对远转及总生存均无显著影响；而化疗的参与是降低远转的

影响因素，但对总生存并无改善。  

结论  鼻咽癌采用 IMRT 能够获得较好的远期疗效。联合化疗可以降低远转率但对总生存的影响不

大，而局部加量并不能提高局控率及生存率，相反可能进一步增加放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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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137 

螺旋断层调强放疗中鼻咽癌远处转移病灶摆位误差分析 

 
刘金迪 黄颖萍 林承光 黄群锋 马亚茹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10060 

 

目的  分析鼻咽癌远处转骨移病灶螺旋断层调强放疗的摆位误差，为临床对鼻咽癌远处转移病灶的

螺旋断层调强放疗提供参考。  

方法  对 20 例鼻咽癌远处转移病灶行螺旋断层放射治疗前的 MVCT 扫描，通过对 MVCT 图像与计

划 CT 图像进行比对，记录三维方向上（X、Y、Z）的摆位误差并对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X、Y、Z 摆位误差均值分别为：-0.4271±1.572 mm，-0.6384±1.765 mm，2.474±1.464 mm

（胸部）；0.06968±2.018 mm，1.728±1.711 mm，-0.07662±1.678 mm（上腹部）；-

0.2596±2.402，1.534±1.721 mm，5.126±1.614 mm（下腹部）；-0.8318±3.828 mm，

4.025±2.793 mm，5.008±2.438 mm（盆腔）。 

结论  鼻咽癌远处转移病灶螺旋断层调强放疗时，出现较大摆位误差主要在下腹部及盆腔的 Z 轴方

向，为保证螺旋断层调强放疗时的精确性，对不同固定装置的固定效果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PA-138 

Outcome and long-term efficacy of four facio-cervical 

fields’ conformal radiotherapy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wang fangzheng 

Zhejiang Cancer Hospital 310022 
 

Background To evaluated the outcomes of 255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treated 
by four facio-cervical fields conformal radiotherapy (4F-CRT). Methods From November 2007 to 
December 2011, 255 patients with histology-proven nonmetastatic NPC were rolled into this 
study and received 4F-CRT. MR scans of nasopharynx were performed to every patient. All 
patients received definitive radiotherapy with 6 MV X rays using conventional fraction at 2 Gy 
daily, 5 fractions per week. 231 patients with stage IIb-IV received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and 
adjuvant chemotherapy based cisplatin. The accumulated survival wa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Kaplan-Meier method. Log-rank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survival difference. Multivariat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  Results The median time was 43 
months. Loca-regional relapse and distant metastases as the first event of treatment failure 
occurred in 32(32/255, 12.5%) and 20( 30/255, 11.8%), respectively. The 3-year and 5-year local 

control rate、disease-free survival and overall survival were 83.3%、82%、83.8% and 76.1%、

73.2%、76.3%，respectively.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clinical stage、T-stage、N-stage 

and tumor response were related with prognosis. Multivariat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age、T-

stage、N-stage and combined chemotherapy were independent factors of prognosis. The 

major toxicities observed were Grades I -II mucosis and  leukocytopenia．Conclusion  The long-

term efficacy of 4F-CRT is satisfactory and its toxicities are tolerable．Age、T-stage、N-stage 

and combined chemotherapyare independent factors of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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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139 

斜坡受侵鼻咽癌 IMRT 长期随访结果：斜坡受侵策略探讨 

 
张石川 刘丽 廖文军 李柏森 文浩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斜坡为局部晚期鼻咽癌常见受侵部位。斜坡紧邻脑干，而脑干受量限制是靶区剂量投放的主

要影响因素。我科对斜坡受侵部分尽量给予 66Gy 以上根治剂量，部分患者脑干最大剂量超过

54Gy。本研究对有长期核磁随访的这部分患者进行总结。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1-2012 年间初治斜坡受侵 III-IVb 期鼻咽癌患者共 25 例，其中 III 期 8

人，IV 期 17 人，所有患者均按计划完成了根治性放化疗。根据 MRI 勾画整个斜坡、受侵斜坡靶区

及脑干，统计剂量进行分析。 

结果  受侵斜坡 D95 中位剂量为 71.7Gy（64.8-76.2Gy）：全斜坡的 D95 中位剂量为 59.6Gy

（41.8-71.8Gy）; 脑干 Dmax 中位剂量为 55.6Gy（44.3-62.2Gy），其中 54Gy 以上 18 例，60Gy

以上 5 例；脑干 D1cc 中位剂量 49.0Gy（37.8-57.3Gy）。全组中位随访时间为 46 个月，其中仅 2

例局部复发，且复发部位均不在斜坡。所有病例无一例出现放射性脑干或颅神经损伤。结论  对斜

坡受侵患者，如脑干（非 prv）剂量 Dmax 控制在 60Gy 以下，D1cc 50Gy 一下，给予受侵斜坡

66Gy 以上根治剂量较为安全且可取得长期局部控制。 

 
 
PA-140 

Long-term use of nimotuzumab in combination with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loco-region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experience of a single institution  

 
wang fangzheng 

zhejiang Cancer Hospital 310022 
 

Aim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long-term using nimotuzumab in combination with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and chem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Methods  Between August 2008 and March 2014, 39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ith stage III–IV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were treated with IMRT, chemotherapy and nimotuzumab. The 
distribution of 
disease was stage III in 20 (51.3%), stage IV A in 14 (35.9%), and stage IV B in 5 (12.8%). All the 
patients received at least one cycle of cisplatin-based induction chemotherapy followed by IMRT 
and more than nine cycles of nimotuzumab 200 mg/week. Acute and late radiation-related 
toxicities were graded according to the Acute and Late Radiation Morbidity Scoring Criteria 
of Radiation Therapy Oncology Group. The accumulated survival wa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Kaplan-Meier method. Log-rank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survival difference. Results  With 
a median follow-up of 46 months (range, 22–86 months), the estimated 3-year local recurrence-
free survival, regional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distant metastasis- free survival, progression 
failure-free survival, and overall survival rates were 92.1%, 89.7%, 82.5%, 77.6%, and 86.8%,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cycle for nimotuzumab addition was 12 weeks. Grade 3 radiation-
induced mucositis accounted for 42.6% of treated people. No skin rash and infusion reaction 
were observed, distinctly from what is reported in nimotuzumab-treated patients.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clinical stage and the cycle of induction chemotherapy were related with 

prognosis. The major toxicities observed were Grades I -II mucosis and  leukocytop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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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Long-term use of nimotuzumab plus IMRT showed promising outcomes in terms 
of loco-regional control and survival, without increasing the incidence of radiation-related toxicities 
for patients.  
 
 
PA-141 

鼻咽癌 Ib 区淋巴结转移的高危因素及选择性 Ib 区照射的探讨 

 
区晓敏

1
 缪一冰

1
 王孝深

1
 丁建辉

2
 何霞云

1
 应红梅

1
 胡超苏

1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影像诊断科 

 

目的  研究鼻咽癌颌下淋巴结转移的影像学规律，探讨鼻咽癌颌下淋巴结区（Ib 区）选择性照射对

颈部淋巴结复发率的影响。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入组 2009-2010 年在我院就诊的初治、无远处转移、有完整影像学资料的鼻咽

癌患者 560 例。所有患者在治疗前进行鼻咽部与颈部核磁共振（MRI）检查，并在放疗前没有接受

颈部淋巴结活检术或切除术。一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师与一位肿瘤放射治疗科医师共同阅片，分析

颈部淋巴结转移分区、淋巴结的大小等影像学指标。根据主诊医师的决策，对 Ib 区进行选择性照

射，其中 316 人未照射 Ib 区，146 人照射单侧 Ib 区、98 人照射双侧 Ib 区。pinnacle 8.0 系统勾画

颌下腺，收集颌下腺剂量。卡方检验分析临床因素的相关性。Kaplain Meier 法描绘生存曲线，Log 

rank 检验比较生存率的差异。 

结果  2.3%患者治疗前发现 Ib 区淋巴结转移（13 人）。其中，II 区受累、IIA 区受累、颈部淋巴结

受累侧数与 Ib 区淋巴结转移有关（p=0.045; 0.000；0.001）。IIA 区淋巴结最大径>20mm、 IIA 区

淋巴结包膜外侵犯、IIA 区淋巴结坏死与 Ib 区转移也密切相关（p=0.001;0.0001;0.045）。而鼻

腔、口咽受累与 Ib 区淋巴结转移无显著相关。笔者以 IIA 区淋巴结最大径>20mm、IIA 区淋巴结包

膜外侵犯、IIA 区淋巴结坏死作为标准，符合上述标准者作为 Ib 区淋巴结转移的高危组，否则作为

低危组。对于低危组，不照射 Ib 区、照射 Ib 区的 5 年颈部复发率为 96.9%、95.1%

（p=0.295）。对于高危组，不照射、照射 Ib 区的 5 年颈部复发率分布为 96.8%、87.8%

（p=0.121）。照射同侧 Ib 区明显提高了左侧颌下腺的平均剂量(6323.1+/- 515.7cGy、4591.5+/-

2320.4cGy, p=0.000)。相似的，照射同侧 Ib 区明显提高了右颌下腺的平均剂量 (6364.6+/- 

210.5cGy、4626.8+/-2313.0cGy ,p=0.000)。 

结论  Ib 淋巴结转移的高危因素为 II 区受累、IIA 区淋巴结受累、IIA 淋巴结最大径>20mm、IIA 淋

巴结包膜外侵或坏死、颈部淋巴结双侧受累。对于 IIA 区淋巴结无转移或 IIA 区淋巴结不符合上述

高危特征，选择性 Ib 区照射并不能降低颈部复发率，却显著增加同侧颌下腺的平均剂量。 

 
 
PA-142 

Elective neck prophylactic irradiation of the negative 

neck is suitable for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with unilateral cervic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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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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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ncology in South Chin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ancer Medicine 

2.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unYat-sen University 

 

Backgrounds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elective neck prophylactic irradiation for NPC with 
unilateral cervic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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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and methods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546 patients with unilateral cervic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treated between November 2009 and February 2012 at one institution. All patients 
were staged using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received radical Intensity Modulation 
Radiated Therapy (IMRT). The criteria for LN metastasis included any visible LN in the median 
retropharyngeal group, or any node in the lateral retropharyngeal group with a minimum diameter 
≥ 5 mm. Moreover, jugulodigastric LNs with a minimum diameter ≥ 11 mm, or cervical LNs in 
other regions with a minimum diameter ≥ 10 mm were considered malignant. A cluster of three 
LNs, on the basis of a shortest axial diameter of 8 to 10 mm, was also an imaging criterion for 
metastasis. In clinical practice, LNs of any size with necrosis or extracapsular spread were also 
defined as malignant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two groups: the inferior border of the negative 
neck irradiation field only covered Levels III to Va in Group 1; the inferior border covered entire 
neck down to Levels IV to Vb in Group 2. 
Results   Median follow-up was 49.9 months (range, 1.3–69.2 months). Four-year overall survival 
(OS:89.3% vs. 88.9%, P=0.91),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81.7% vs. 81.0%, P=0.91), 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 (DMFS:88.2% vs. 87.9%, P=0.70), local relapse-free survival 
(LRFS:96.7% vs. 94.7%, P=0.95) and nodal relapse-free survival (NRFS: 96.1% vs. 95.9%, 
P=0.94)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Group 1 and Group 2. Twenty-two patients 
developed cervical lymph node relapse; of whom 20/22 (91.0%) developed unilateral relapse 
within pretreatment positive neck. Only one patient developed out-of-field relapse, though this 
patient also relapsed within the neck irradiation field (Level II). No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 
tested had significant prognostic value for NRFS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Conclusions   In the IMRT and MRI era, elective neck prophylactic irradiation of the negative 
neck to Levels II, III and VA is suitable for patients with NPC with unilateral cervic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PA-143 

126 例鼻咽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结果 

 
张佳惠 李平 艾平 王丽红 张洪 王峰 杨玉琼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总结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容积旋转调强放疗 126 例鼻咽癌患者的疗效及副反应。 

方法  分析 2009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受容积旋转调强放疗的 126 例鼻咽

癌患者，其中男性 82 例（65%），女性 44 例（35%），中位年龄 47 岁，KPS 评分均大于 70

分，接受单纯放疗者 15 例，同步放化疗者 82 例，序贯放化疗者 29 例。处方剂量：原发灶及转移

淋巴结 70-74Gy/33 次，高危区 60Gy/33 次，低危区 56Gy/33 次。根据 RTOG/EORTC 标准评价

放疗副反应。 

结果  放疗结束 4 月时，鼻咽原发灶完全缓解率 99.2%，颈部淋巴结完全缓解率 96.8%。中位随访

时间 39 月。3 年无复发生存率 92%，3 年无远处转移生存率 89.5%，3 年总生存率 93.8%。放疗

副反应：皮肤 3 级 6.6%，粘膜炎 3 级 2.5%，口干 2 级 27.3%，听力 1 级 32%，2 级 6.8%。 

结论  鼻咽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可以获得较好的局控率和生存率，副作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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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144 

雷替曲塞联合奈达铂同步螺旋断层放疗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的 

临床研究 

 
丁巍 孙向东 

解放军第八一医院 210002 

 

目的  比较雷替曲塞联合奈达铂与多西他塞联合奈达铂同步螺旋断层放疗（ HT）治疗局部晚期鼻咽

癌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3 月至 2015 年 4 月 84 例初治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其中 31 例接受雷

替曲塞联合奈达铂方案同步 HT 治疗（RN+HT 组），53 例接受多西他赛联合奈达铂方案同步 HT

治疗（ DN＋HT 组）。HT 处方剂量：PGTVnx 及 PGTVnd70～72Gy/33 次，PTV1 60Gy/33 次，

PTV2 50Gy/28 次，5 次/周。RN+HT 组：雷替曲塞 2.5mg/m
2静滴，d1；奈达铂共 75mg/m2，d1-

5。DN+HT 组：多西他赛 35-40mg/m2 静滴，d1、d8；奈达铂共 75mg/m2，d1-5。 两方案均以

21 天为 1 周期，化疗 2 个周期。 比较两组的远期生存情况和不良反应。 

结果  全组中位随访 21.5 个月。 RN+HT 组局部复发 1 例，远处转移 2 例，死亡 2 例；DN+HT 组

局部复发 2 例，远处转移 3 例，死亡 3 例。RN+HT 组和 DN+HT 组的 2 年生存率分别为 93.5%和

94.3%，2 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90.3%和 90.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急性

不良反应包括口腔黏膜炎、皮肤损伤、腮腺损伤、咽喉炎、白细胞减少、体重减轻及胃肠道反应

等，多为 1-2 级。DN+HT 组胃肠道反应发生率高于 RN+HT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其他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晚期损伤主要为皮肤损伤、皮下纤

维化和口干症，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RN 方案同步 HT 是局部晚期鼻咽癌的有效治疗方案，且不良反应可耐受。 

   
 
PA-145 

Risk factors and prognosis of post-radiation 

nasopharyngeal ulceration for the patients with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Ye Zhimin 

Zhejiang cancer hospital 310022 
 

Aim  To ascertain the types of post-radiation nasopharyngeal ulcers and indentify the risk factors 
and prognosis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tients.  
Methods and materials  Ninety-seve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tients, with diagnosis 
of post-radiation nasopharyngeal ulceration at Zhejiang Provincial Cancer Center between March 
2009 and December 2015, and all of them were divided into post-radiation nasopharyngeal 
necrosis (UPRNN) and mucosa ulcer induced by radiation (RIMU)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reported originally. A variety of clinical factors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o elucidate the 
risk factors of post-radiation nasopharyngeal ulceration.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s 
were used to estimate the hazard ratios (HRs) of the occurrence of ulcers on the basis of various 
clinical factors. 
Results  Among the 97 patients with ulcers, 53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UPRNN and 
44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RIMU. In the analysis of general clinical factors,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statistics between both kinds of ulcers including the factors of prescriptive 
dose of ulcer zone, course of radiotherapy, T stage, Ulcer-free interval, grades of anemia and 
response to induction chemotherapy (P< 0.05). By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s analys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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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of high RT dose and two courses of RT increased in the patients with RIMU (HR: 2.2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1.90–2.34), and the factors of T3/4 stage (HR: 1.56, 95% CI: 1.34–1.68) , 
poor response of induction chemotherapy (HR: 2.36, 95% CI: 2.24–2.78), moderate grade of 
anemia during the RT (HR: 1.66, 95% CI: 1.44–1.88) were found to be major risk factors of 
UPRNN. Among the 53 patients with UPRNN, all of the patients were subdivided into severe 
grade of 7 patients, moderate grade of 29 patients and mild grade of 17 patients. And 44 patients 
with RIMU were subdivided into severe grade of 10 patients, moderate grade of 24 patients and 
mild grade of 18 patients. At the end of the follow-up period, 7 patients were dead due to massive 
nasopharyngeal hemorrhage including 5 severe UPRNN and 2 severe RIMU, and 10 patients 
including 2 severe UPRNN and 8 severe RIMU died due to intracranial infection.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how that the high radiotherapy dose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incidence of RIMU, and the factors of advanced T stage, poor response of 
induction chemotherapy and moderate grade of anemia during radiotherapy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increased risk of incidence of UPRNN. And the patients with severe grade of ulcer have a 
extremely high mortality,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positive treatment including debridement and 
anti-inflammation should be given for the patients with ulcer in the early stage. 
 
 
PA-146 

洛铂同步 IMRT 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的 I 期临床研究 

 
李建军 张艳玲 潘 凤 邹岚 黄海辉 黄顺平 肖 红 谭崇富 

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顺铂同步放疗是局部晚期鼻咽癌的标准治疗方法，但由于顺铂的强致吐性、肾毒性等限制了

其临床使用。前期研究提示洛铂在鼻咽癌治疗中有重要价值，但洛铂同步 IMRT 治疗局部晚期鼻咽

癌的最佳剂量及其使用方式，目前报道较少。本研究旨在探索洛铂同步 IMRT 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

过程中，确定洛铂的剂量限制性毒性（DLT）及其最大耐受剂量（MTD）。 

材料和方法  经病理组织学和/或细胞学检查确诊的、未行抗肿瘤治疗的初次治疗的鼻咽鳞癌患者，

2010 UICC 分期Ⅲ、ⅣA、ⅣB 期，有可测量的病灶或可观察的影像学资料，年龄在 18 岁～70 岁

之间，男女不限，ECOG PS：0 或 1，生存预期≥6 个月，无严重心、肺、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

障碍；按照标准的 3＋3 设计，剂量等级从低到高顺序入组受试者（25，30，35，40 和 45 

mg/m2），放疗第 1 天静脉滴注，21 天为一周期，用药两个周期。放疗采用调强放射治疗

（IMRT），靶区剂量 PGTVnx 70-72Gy，PGTVnd 66-70Gy，PCTV1 60-66Gy，PCTV2 50-

54Gy，共 33 次/6.5 周。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6 例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第一剂量水平有 1 例病人，第二至第四剂量水平分

别有 3 例患者，第五剂量水平有 6 例。在 45 mg/m2 剂量水平的 6 例患者中，3 级和 4 级血小板减

少分别出现 1 例，故确定洛铂的 MTD 为 40 mg/m2。同步放化疗后 3 个月，12 例患者达到 CR，3

例 PR。主要毒副反应为贫血和中性粒细胞减少，其他相关的毒性反应包括恶心、呕吐和腹泻。 

结论  洛铂同步 IMRT 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是安全和有效的。洛铂的推荐剂量为 40 mg/m2，每 3

周静脉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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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147 

中国西北非高发区鼻咽癌基于 MRI 的局部侵犯规律和特征分析 

 
许曼 石梅 臧建 王建华 罗山泉 肖锋 谭丽娜 许林 龙晓丽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应用磁共振成像（MRI）回顾性分析中国西北地区鼻咽癌局部侵犯的规律性，旨在探讨基于

高发区鼻咽癌临床靶区（CTV）勾画对于我国西北非高发区的适合性，为中国西北非高发区鼻咽癌

精确放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3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我科初诊初治无远处转移的鼻咽癌患者，其中祖籍为

我国西北，长期居住于此并 MRI 检查资料完整的患者 493 例。由 1 位放疗专业和 1 位影像学副高

级以上职称医师独立阅片。按照鼻咽癌局部侵犯范围并参照高发区鼻咽癌侵犯的相关文献研究结

果，将患者全部按照 2010 版 UICC 分期，并将受侵的解剖结构分为高危组（≥35%）、中危组

（≥5%-35%）、低危组（＜5%）。 

结果  全组患者共计 493 例，其中男性 347 例（70.4%），女性 146 例（29.6%）。≥50 岁 201 例

（40.8%），＜59 岁 292 例（59.2%）。T1 期 33 例（6.7%），T2 期 173 例（35.1%），T3 期

104 例（21.1%），T4 期 183 例（37.1%），N0 期 41 例（3.4%），N1 期 98 例（12.1%），N2

期 259 例（61.5%），N3a 期 15 例（3.0%），N3b 期 80 例（16.2%）。病理 WHOⅡ型 132 例

（26.8%），WHOⅢ型 331 例（67.1%）。高危组解剖结构比邻鼻咽腔，包括腭帆提肌、茎突前

间隙、咽旁间隙、腭帆张肌、茎突后间隙、翼板、翼内肌和斜坡，中危组和低危组解剖结构和鼻咽

腔间隔解剖结构，中危组包括口咽、椎前肌、蝶窦、翼外肌、破裂孔、枕骨基底、蝶骨、海绵窦、

蝶骨大翼、海绵窦、卵圆孔、翼腭窝、颞骨岩尖、筛窦、圆孔、鼻腔，低危组包括上颌窦、颞下

窝、颈静脉孔、枕骨大孔、颞叶、颈椎、桥前池、舌下神经管、眶尖。额窦、脑膜和咽喉。高危组

解剖结构受侵时， 毗连中危组解剖结构受侵发生率高达 52.8%。高危组解剖结构未受侵时， 毗连

中危组解剖结构受侵的发生率＜10.8%。66 侧颅底孔隙受侵患者中，卵圆孔受侵最常见为 13 例

（19.7%），双孔隙受侵患者最常见占 39.7%。病理 WHOⅡ型与 WHOⅢ型患者在局部侵犯特征

上无组间差异。 

结论  西北非高发区鼻咽癌局部侵犯特征和途径同高发区鼻咽癌相似，初诊时局部分期较高发区晚

患者居多，无论病理类型 WHOⅡ型与Ⅲ型均遵循由近及远逐步侵犯的影像学特征，跳跃式转移少

见，临床靶区 CTV 的勾画参考高发区鼻咽癌治疗规范是科学可行的。 

 
 
PA-148 

局部晚期鼻咽癌新辅助化疗联合同步放化疗过程中解剖形态及放

疗剂量的变化 

 
陈传本 丁剑鸣 费召东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研究局部晚期鼻咽癌在新辅助化疗联合同步放化疗过程中肿瘤原发灶、转移淋巴结及周围重

要组织解剖形态及放疗剂量的变化规律，探索新辅助化疗联合同步放化疗对自适应放疗的意义。 

方法  自 2014 年 5 月-2014 年 9 月期间 15 例福建省肿瘤医院收治的鼻咽癌患者入选本研究，所有

患者均接受新辅助化疗联合同步放化疗，放疗采用调强放射治疗。新辅助化疗前、2 周期新辅助化

疗结束后、放疗过程中（累计放疗剂量达 40Gy）及放疗结束同日分别行四次定位 CT 扫描，根据

福建省肿瘤医院靶区勾画标准在这四次 CT 图像上分别勾画肿瘤靶区及危及器官。分别根据这 4 次

CT 图像制定 4 次放疗计划。将 plan1 计划复制到 2 周期新辅助化疗结束定位 CT2 上获得新计划

plan2′，初步比较 plan1 和 plan2′，发现新辅助化疗后解剖形态及放疗剂量明显改变，在新辅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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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后设计放疗计划 plan2，实际放疗实施采用 plan2 计划，将 plan2 计划分别复制到放疗过程中及

放疗结束同日定位的 CT3、CT4 上获得新计划 plan3′及 plan4′，比较 plan2、 plan3′及 plan4′，获

取同步放化疗期间解剖形态及放疗剂量的变化，进而明确新辅助化疗联合同步放化疗对自适应放疗

的意义。 

结果  所有入组病人都按原定计划顺利完成治疗。鼻咽原发灶 GTVnx、颈部转移淋巴结 GTVnd 及

腮腺体积在治疗过程中明显缩小。肿瘤靶区受照剂量在治疗过程中未见明显变化。根据新辅助化疗

结束后扫描 CT 设计放疗计划能够使颈部转移淋巴结最大层面最短径≥3cm 侧腮腺受照剂量下降，

而在后续同步放化疗过程中腮腺受照剂量明显升高，在放疗累计剂量达 40Gy 时调整放疗计划能够

使腮腺获益。 

结论  新辅助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鼻咽原发灶及颈部转移淋巴结体积明显缩小，解剖结构发

生改变，导致靶区及周围正常组织剂量改变，在新辅助化疗结束后设计放疗计划能够减少正常组织

受照剂量。同步放化疗过程中腮腺受照剂量受自身体积变化及空间位置影响较大，需要在同步放化

疗期间调整放疗计划，在放疗累计剂量达 40Gy 时调整放疗计划能够使腮腺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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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001 

联合弹性超声对乳腺癌放疗前区域淋巴结转移的评估 

 
刘美新 张钧 李振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35 

 

目的  探讨常规超声联合声辐射力脉冲成像(ARFI)在评估乳腺癌放疗前区域淋巴结转移的应用价

值。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收入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疗科行放疗的女性乳腺癌患

者，选择放疗前常规超声(US)或定位 CT 上提示颈部或淋巴引流区存在异常的淋巴结前瞻性入组。

所有淋巴结均行先行 US 后行 ARFI 检查，记录其特征性测量参数。淋巴结转移以超声引导下穿刺

病理阳性为金标准。收集入组患者的基本信息和疾病资料进行相关分析。对人群及淋巴结连续性变

量计算平均值（标准差），分类变量（包括衍生变量）计算百分数。比较分类变量关系时采用 χ
2

检验。单因素逻辑回归分析各个变量与淋巴结阳性率的关系。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声触诊组织定量

（VTQ，ARFI 主变量）在其他变量参与下与淋巴结阳性率的关系，计算风险比(OR)、95%可信区

间(CI)和 P 值。双侧 P＜0.05 定义为有统计学意义。统计软件为 SPSS 22.0 

结果 本研究入组病人 27 例，入组淋巴结 29 枚，其中 2 例患者各收集 2 枚淋巴结。单因素逻辑回

归分析结果：淋巴结边界状态（欠清 vs. 正常) 与淋巴结阳性率有统计学意义，OR（P 值）为

15.00（P=0.005；淋巴结门结构（缺失 vs. 存在）与淋巴结阳性率有边缘性统计学意义，OR（P

值）为 8.100（P=0.069）；VTQ 值（≥1.90m/s vs. <1.90m/s）在单因素逻辑回归中显示无统计学

意义（P=0.511）。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结果：增加两个水平下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显示调节变量

为临床 T 分期和脉管瘤栓时，VTQ 值（≥1.90m/s vs. <1.90m/s）相关 OR（P 值）为 1.785

（P=0.619）；调节变量为临床 T 分期和脉管瘤栓及两个 US 参数时，VTQ 值相关 OR（P 值）为

1.083（P=0.975），均无统计学意义下的相关性。多因素分析显示常规超声淋巴结边界状态（欠

清 vs. 正常) 与淋巴结短长轴比（≥0.6 vs. <0.6）的相应 OR（P 值）分别为 37.800（P=0.019）和

1.171（P=0.896）。提示淋巴结边界状态仍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常规超声淋巴结边界状态可以作为乳腺癌放疗前阳性淋巴结的独立预测指标。2.弹性成像

的 VTQ 值判断阳性淋巴结的价值尚不确定，需要增加样本量进行研究。 

 
 
PB-002 

非小细胞肺癌同步放化疗正电子断层扫描（PET)正常肺组织氟脱

氧葡萄糖（FDG）摄取，患者报告症状，和医生评价放射性肺炎

三者相互关系研究 

 
岳金波

1,2
 Xin Shelley Wang

1
 Ting Xu

1
 Melenda Jeter

1
 Qiuling Shi

1
 Ting Yu Chen

1
 Lawrence B Levy

1
 Terence T. 

Sio
1,3

 Ritsuko Komaki
1
 Daniel Gomez

1
 Tinsu Pan

1
 Zhongxing Liao

1
 

1.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M.D.Anderson Cancer Center 

2.山东省肿瘤医院 放疗科 

3.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Mayo Clinic 

 

目的 研究非小细胞肺癌同步放化疗前、中、后正电子断层扫描（PET）正常肺组织氟脱氧葡萄糖

（FDG）摄取，患者报告症状，和医生评价放射性肺炎三者之间的关系 

方法 于 M.D.Anderson 癌症中心胸部放疗科入组 152 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在同步放化

疗前、中、和放疗后 6 个月给予 FDG PET 检查，应用 Mirada 软件采集正常双肺平均标准摄取值

（SUVmean）。患者报告症状由 M.D.Anderson 癌症中心症状科采集，应用 MD Anderson 症状评

估系统（MDACI)对患者同步放化疗过程中呼吸系统症状进行评分。医生评价放射性肺炎采用常见

不良反应事件评价标准 (CTCAE) 4.0 标准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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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同步放化疗中，至放疗结束后 6 个月，正常双肺 FDG SUVmean、患者报告症状、和医生评

价 2 级或以上放射性肺炎三者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所有 P<0.05）。对性别、年龄和双肺平均放

疗剂量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放疗结束后患者报告症状能预测医生评价的放射性肺炎分级[风险比

（OR) 1.33，P=0.0015] ，最佳患者报告症状评分值为 3（OR=3.18，P=0.0022). 治疗前和治疗中

正常肺组织 FDG 摄取能预测随后发生的医生评价 2 级或以上放射性肺炎，最佳 SUVmean 为 0.75

（治疗前 OR=2.32，P=0.034; 治疗中 OR=6.34，P=0.004). 

结论 治疗前或治疗中 PET 的正常肺 FDG 摄取值，治疗结束后的患者报告症状能预测医生评价的

放射性肺炎。研究结果对于鉴定患者是否具有高危放疗相关肺毒性具有潜在的临床意义。 

 
 
PB-003 

1300 例鼻咽癌原发灶及淋巴结侵犯规律的磁共振影像学研究 

 
凡丹 申良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肿瘤科 410008 

 

目的  通过磁共振影像研究鼻咽癌原发灶侵犯特点、淋巴结转移规律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阐明鼻

咽癌的生物学特征，并提出靶区勾画的合理建议。 

方法  连续收集我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经病理确诊的 1300 例初诊鼻咽癌患者磁共振资

料，由肿瘤放疗科医师和放射影像学医师共同阅片。根据受侵率将各解剖结构分为三组：I 组（即

高危结构）（≥50%）、II 组（即中危结构）（≥10%～<50%）、III 组（即低危结构）（<10%）；

淋巴结位置根据 2013 年更新的淋巴结影像学分区标准确定；并根据原发灶及淋巴结的侵犯规律对

所有病例进行临床分型。 

结果  各解剖结构的受侵率介于 0.2%-91.2%之间，其中有 95.2%的肿瘤病灶超过中线。高危或中

危解剖结构受侵时，邻近中危结构或低危结构的受侵概率增加；高危或中危解剖结构未受侵时，邻

近的中危或低危结构受侵概率下降。淋巴结转移率为 85.9%，跳跃性转移率为 3.9%，淋巴结坏死

率为 37.8%，包膜外侵犯率为 46.5%。上站淋巴结区域受侵时，下站淋巴结受侵概率增加。混合型

鼻咽癌所占的比例最高，为 40.5%。不同 T 分期淋巴结转移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χ２＝14.469，

P=0.107）。 

结论  鼻咽癌原发灶侵犯由近及远；中危结构的受侵率与其邻近的高危结构受侵率相关，低危结构

的受侵率与其邻近的中危结构受侵率相关。淋巴结沿颈静脉链自上而下逐站转移；单独转移少见，

跳跃性转移少见；淋巴结转移率与上站淋巴结的转移率相关。鼻咽癌最常见受侵模式为原发灶累及

颅底骨质或颅内，同时伴有颈部淋巴结的转移。 

 
 
PB-004 

CT 灌注成像在子宫颈癌放疗靶区 GTV 勾画中的物理学研究 

 
昝宁

1
 范娟

2
 

1.乐山市人民医院 

2.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 

 

目的  通过 CT 灌注成像对子宫颈癌组织及宫旁正常组织灌注参数进行对比分析，并利用 CT 灌注

图、增强 CT 图、增强 MRI 图勾画子宫颈癌原发灶 GTV，评估 CT 灌注成像在子宫颈癌放疗靶区

GTV 勾画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病理组织学确诊的初治子宫颈鳞状细胞癌病人 19 例，国际妇产科联盟分期位于Ⅱa～Ⅲb

期之间，行 CT 灌注扫描、增强 CT 扫描及增强 MRI 扫描。将 CT 灌注图用 perfusion4 软件进行分

析,得出子宫颈癌组织和宫旁正常组织灌注参数值血流量(BF)、血容量(BV)、平均通过时间(MTT)、

毛细血管表面通透性(PS),并生成相应的灌注伪彩图。将增强 CT 图、增强 MRI 图、BF 图、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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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MTT 图、PS 图传送至三维放射治疗计划系统中，于每种影像学图像中勾画子宫颈癌原发灶

GTV。将子宫颈癌组织及宫旁正常组织的 CT 灌注参数值进行对比。以增强 MRI 图所勾画大体肿瘤

体积(GTVMRI)为标准，与增强 CT 图、BF 图、BV 图、MTT 图、PS 图所勾画的大体肿瘤体积

（GTVCT、GTVBF、GTVBV、GTVMTT、GTVPS）进行对比。 

 结果  1、子宫颈癌组织 BF、BV、PS 明显高于宫旁正常组织，而子宫颈癌组织 MTT 明显低于宫

旁正常组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以 GTVMRI为标准，分别与 GTVCT、GTVBF、

GTVBV、GTVMTT、GTVPS进行对比分析，GTVMRI均值小于 GTVCT，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而 GTVMRI均值均大于 GTVBF、GTVBV、GTVMTT、GTVPS，但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1． BF、BV、MTT、PS 在子宫颈癌组织与宫旁正常组织之间均有明显差异。2．增强 CT 图

像勾画的 GTV 比增强 MRI 图像勾画的 GTV 大；而以 BF 图、BV 图、MTT 图、PS 图勾画的 GTV

接近增强 MRI 图像勾画的 GTV。3．CT 灌注图像中，BV 图和 PS 图显示肿瘤范围和边界较清晰，

在子宫颈癌放疗靶区 GTV 勾画中应用价值最大。4．BV 图和 PS 图结合常规 CT 应用于子宫颈癌

放疗靶区 GTV 勾画中，更有利于子宫颈癌精确放疗的实施，对子宫颈癌放疗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

价值。 

 
 
PB-005 

初诊脑转移癌患者颅内病灶影像学特征与认知功能状态的相关性

研究 

 
陈彦防 连一新 周梦耘 邹丽 田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探讨初诊脑转移癌患者颅内病灶的影像学特征与患者认知功能状态的相关性，对进一步研究

如全脑放疗等治疗措施对脑转移患者认知功能水平的影响提供参考。方法：利用 CT 和（或）MRI

确定初诊脑转移癌患者颅内病灶个数、体积、累及脑叶以及累及脑组织的水肿带体积，运用蒙特利

尔认知评估量表（Th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状态，通过

统计学分析，探讨初脑转移癌患者颅内病灶的影像学特征与认知功能状态的相关性研究。结果：

（1）51 例初次诊断脑转移患者中 47 例（92.1%）存在认知功能障碍，其中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

者者 31 例（60.7%），痴呆患者 16 例（31.4%）；（2）单独左侧半球受累与单独右侧半球受累

的初诊脑转移癌患者之间总体认知功能状态及各个亚指标之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双侧半球受累的

患者与单独左侧半球受累的患者相比总体认知功能明显下降（p＜0.05)，尤其表现在命名及延迟记

忆功能方面（p＜0.05），双侧半球受累与单独右侧半球受累两组患者相比总体认知功能状态无明

显差异，但双侧半球受累患者的注意力得分显著低于单独右侧半球受累的患者（p＜0.05）；（3）

病灶累及≥3 个脑叶的患者的总体认知功能水平较单个脑叶受累或两个脑叶受累的患者的认知功能

显著下降（P＜0.05）；（4）颅内病灶总体积≥10ml 的患者较病灶体积<10 ml 的患者的认知功能

显著下降（P＜0.05），尤其表现在视空间、注意力及定位功能方面；（5）水肿带体积对患者总体

认知功能无显著影响，但水肿带体积≥20ml 的患者的视空间、注意力及定向力的得分均显著低于病

灶体积＜20ml 组的患者（P＜0.05）；（6）病灶个数＞3 个的患者较病灶个数为 1-3 个的患者的

认知功能显著下降（P＜0.05），视空间、命名、注意力、语言、抽象、定位功能也表现出明显的

的减退（P 均<0.05）。 

结论  90%的初诊脑转移癌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双侧半球受累、累及多个脑叶，病

灶体积较大及多发转移者更易发生认知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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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006 

磁共振弥散成像（DWI）在鼻咽癌靶区勾画中咀嚼肌间隙侵犯识

别中的应用研究 

 
黄立敏 徐睿 雷竹 孙轶 袁佳 沈齐 杨洁 陈南江 李杭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1 

 

目的 探讨磁共振弥散成像（D W I）中 ADC 值在鼻咽癌靶区勾画中, 尤其在针对咀嚼肌间隙侵犯识

别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期间在贵州省人民医院收治的 40 例鼻咽癌的初诊病人进行回

顾性分析。所有病例分别在放疗前，放疗结束后 1 月和 4 月行常规 MRI 平扫+ 增强及横轴位 DWI

扫描并进行对比分析。根据治疗前增强ＭＲＩ及定位ＣＴ勾画靶区和正常器官。观察治疗前后鼻咽

腔内病灶，肿瘤侵犯的咀嚼肌间隙（颞肌、咬肌、及颞肌咬肌间隙）及对侧正常的咀嚼肌间隙在弥

散加权图像上的表现并测量其表观弥散系数 ADC 值。  

结果 1、由于磁共振 DWI 图像信息的参与，40 例患者（32 例患者颞肌侵犯、8 例患者颞肌咬肌侵

犯）在放化疗前磁共振显示 T1WI 呈等低信号, T2WI 呈等高信号, 增强后可见强化；DWI 呈高信号, 

ADC 图呈低信号；患侧咀嚼肌间隙的 ADC 值（0.342±0.069）×10-3mm2/s ,对侧正常咀嚼肌间隙

的 ADC 值（1.397±0.164）×10-3mm2/s。两者有统计学差异（P＜0.05）。2. 40 例患者经放化疗

后 1 月及 4 月，鼻咽腔内病灶、肿瘤侵犯的咀嚼肌间隙，其 ADC 值均明显升高。鼻咽腔内病灶及

受侵犯的咀嚼肌间隙放化疗前 ADC 值分别为（0.316±0.074）×10-3mm2/s、（0.342±0.069）

×10-3mm2/s 放化疗后 1 月时 ADC 值分别为（1.135±0.256）×10-3mm2/s、（1.237±0.208）×10-

3mm2/s；放化疗后 4 月时 ADC 值分别为（1.371±0.347）×10-3mm2/s、（1.218±0.296）×10-

3mm2/s。鼻咽腔内病灶及受侵犯咀嚼肌间隙的 ADC 值在放化疗前与放化疗 1 月及 4 月时比较均有

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结合磁共振弥散扫描（DWI）ADC 值在鼻咽癌靶区勾画中咀嚼肌间隙侵犯的识别方面提供必

要的帮助；对鼻咽癌治疗方案的制定评价疗效及随访观察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PB-007 

增强 CT 放射组学特征可以作为预测术前新辅助放化疗食管胃交

界处腺癌的预后指标 

 
王奇峰

1,2
 张玉蛟

1
 Shouhao Zhou

1
 Laurence E. Court

1
 Eugene J.Koay

1
 Lifei Zhang

1
 Wencheng Zhang

1
 Chad 

Tang
1
 Steven Lin

1
 James D. Welsh

1
 Wayne L. Hofstetter

1
 

1.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2.四川省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 

 

目的  研究食管胃交界处腺癌的增强 CT 放射组学特征与临床预后因素相关性，以及和接受术前新

辅助放化疗患者病理完全缓解率和长期生存之间的关系。 

方法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 2009 年至 2011 年在美国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接受术前新辅助放化疗的

146 例 II 和 III 期食管胃交界处腺癌。对于大体肿瘤的放射信息组学分析时建立在量化的图像的纹

理特征、形状以及灰度共生矩阵基础上。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理分化程度等级和临床分期，

将全组患者分成匹配的训练组 73 例，以及验证组 73 例。利用时间依赖的受试者曲线确定训练组放

射组学相关参数的最佳分界点，利用 Cox 逻辑回归模型选择独立预后的相关参数，然后在验证组

中验证。 

结果  在训练组所有可以预测长期生存的患者的相关放射组学参数和临床因素中，只有形状中紧密

度与预后相关([HR]=2.736, P=0.023)，肿瘤分化程度(HR = 2.532, P = 0.009)。将这两个因素建立

危险预后模型，分别为(高危组 2 分，中危组 1 分，低位组 0 分)。对于高危组、中危组和低危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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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生存时间为 23.0 月、51.1 月和未达到(≥72)月(P<0.0001)。低危组患者的 5 年生存率(65.2%)

和无疾病进展生存期(63.3%)和获得病理完全的患者生存率(66.4%)和无疾病进展生存期(56.0%)无

统计学差异。预后模型和获得病理完全缓解存在明确相关性(P=0.036)。 

结论  从肿瘤增强 CT 上提取放射信息组学参数和病理分化程度建立的危险预后模型可以预测患者

的长期生存，并与患者获得病理完全缓解的比例存在明确相关性。  

 
 
PB-008 

[18]F-FLT 和[18]F-FDG PET/CT 在预测鼻咽癌根治性放化疗疗效

方面的初步研究 

 
史琪 胡超苏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观察并比较两种功能影像学手段 18
F-FLT(Fluorothymidine)和 18

F-

FDG(Fluorodeoxyglucose) PET/C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在鼻咽

癌根治性放化疗的疗效监测和预测价值。 

方法  本研究入组确诊鼻咽癌 II-IVB 期患者并予以两个疗程新辅助化疗和同步放化疗。入组患者均

于第一次新辅助化疗开始前行 18
F-FLT 和 18

F-FDG PET/CT，两周期新辅助化疗后重复上述检查。

研究者采用多个阈值（病灶最大摄取值的 40%、50%、60%、70%）定义病灶，测量并记录原发

灶和颈淋巴结的 SUVmax (maximal standard uptake value), SUVmean, PTV (proliferative tumor 

volume)和 MTV (metabolic tumor volume)。用核磁共振在两疗程诱导化疗后、放疗至 55Gy 时评

价疗效（依据 RESIST 1.1 标准）。 

结果  这一前瞻性研究共连续入组 20 例患者。两疗程诱导化疗后，FLT 和 FDG PET 的参数均显著

下降，磁共振仅提示 1 例患者完全缓解（CR），而 FLT PET/CT 提示 4 例患者 CR，FDG 

PET/CT 提示 5 例患者 CR。放疗后期（55Gy），7 例达到 CR，其余均部分缓解。诱导化疗后所

测得 FDG PET 的参数和 FLT PET 的参数均与放疗后期肿瘤退缩情况具有相关性，但 FDG PET 参

数与疗效相关性更强。两种示踪剂显像的分析均提示 SUVmax 的 70%是定义病灶的最佳阈值，因

在此阈值下 PET 参数与肿瘤退缩情况相关性最强。 

结论 
18

F-FLT 和 18
F-FDG PET/CT 均具有监测和预测鼻咽癌疗效的潜能。且 PET/CT 因显示肿瘤活

性可能在勾画鼻咽癌靶区时在磁共振基础上发挥价值，尤其对于诱导化疗后残留的病灶。 

 
 
PB-009 

用 DWI 早期预测食管癌原发灶放化疗疗效的临床研究 

 
王澜 刘丽虹 韩春 田华 任雪姣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对 DWI 参数早期预测食管癌放化疗反应的诊断效能进行探讨，寻找优选的预测时间点及预测

阈值以指导临床。 

方法 2010 年 6 月至 2011 年 10 月连续性入组 38 例食管鳞癌患者，均行适形或调强放疗，处方剂

量 60Gy/30 次/6 周，辅以同期或巩固化疗（FP 或 TP 方案），患者于放疗前，放疗开始后第一至

第六周末共 7 个时间点行 DWI 扫描，对扫描所获 ADC 值及 DWI 序列肿瘤长度进行观察和分析。 

结果  ⑴全组完全缓解 20 例（52.6%），部分缓解 18 例（47.4%），两组放疗前及第一至第六周

末的 ADC 值(×10
-3

mm
2
/s)分别为 1.82±0.50、1.92±0.55、2.06±0.55、2.35±0.55、2.62±0.50、

2.71±0.57、2.96±0.62 和 1.42±0.30、1.49±0.21、1.67±0.30、1.79±0.32、2.11±0.44、

2.18±0.44、2.28±0.52，前者高于后者，但两组的 ADC 值变化率（△ADC）相近，重复测量的方

差分析和多变量方差分析结果提示，各时间点之间及每一时间上两组之间的 ADC 值及 DWI 序列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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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长度比较有差异， P＜0.05。 ⑵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仅第三周末的 ADC 值为食管癌治疗

即期疗效的独立预后影响因素（OR=0.134，P=0.007），ROC 曲线分析同样提示以第三周末的

ADC 值曲线下面积最大，诊断效能最优（Az=0.857），寻找到的阈值为 2.02×10
-3

mm
2
/s，敏感度

为 80.00%，特异度 92.86%。⑶有 8 例患者在治疗结束 1 年内发生肿瘤未控或复发，其 ADC 值曲

线在第五周末的时候出现―回落‖，并且 DWI 序列肿瘤长度从第三周至第五周缩小幅度明显减慢。 

结论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可作为一种有效功能成像手段用以监测食管癌的放化疗反应，放疗第三

周末的肿瘤 ADC 值大小可能为优选的疗效预测时间点，患者治疗后程 ADC 值降低或 DWI 序列肿

瘤长度不再缩小提示复发高危倾向。 

 
 
PB-010 

第 3 代双源 CT 全脑灌注成像在胶质瘤放化疗后复发及假性进展

中的诊断价值 

 
黄立敏 王涛 雷竹 沈齐 孙轶 吴坤丽 陈南江 杨洁 李杭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1 

 

目的  评价第 3 代双源 CT 全脑灌注成像的参数对鉴别胶质瘤患者放化疗后复发与假性进展的鉴别

诊断价值。  

方法  对贵州省人民医院肿瘤科收治的 30 例胶质瘤患者进行第 3 代双源 CT 全脑灌注成像检查及头

颅 MRI 平扫，增强及波谱成像。采用 Siemens 第三代双源 Force CT 行灌注扫描，采用仰卧位对

头部行全脑注 CTP 成像扫描。使用高压注射器以 4 mL／s 的流率经肘静脉团注入欧乃派克(370 

mg／mL)40mL，扫描延时 5 S。将原始数据传至 SYNGO VA30A 工作站。利用 Nuro Perfusion 中

的去卷积模型灌注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经计算生成反映肿瘤组织血流灌注状态的脑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CBF)、脑血容量(cerebral blood volume，CBV)、平均通过时间(mean transit time，

MTT)和流出时间（time to drain TTD）及伪彩色参数图。同时联合对比患者 MRI 平扫增强及波谱

成像技术。 

结果 1.胶质瘤放疗后复发组（共 12 例）病变区域多表现高灌注，复发组病变区域 CBF、CBV 明

显高于对侧正常脑组织，MTT 及 TTD 时间较正常脑组织均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CBF=51.12±7.28 mL／(100 g·min)，CBV=5．45±1.79 mL／100 g，MTT=7.48±2.87 s 和

TTD=8.41±1.75 s。 假性进展组（共 18 例）病变区域多表现低灌注，假性进展组 CBF、CBV 低于

对侧脑组织，MTT 及 TTD 时间较正常脑组织均延长；CBF=14.49 ±3.71 mL／(100 g·min)，

CBV=1.26±0.83 mL／100 g，MTT=6.94±1.53 s 和 TTD=10.67±2.12 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2.对比 MRI 平扫，增强及波谱成像见复发组病变区域 CHO/NAA>2,假性进展组病变

区域 CHO/NAA<2。 

结论 第 3 代双源 CT 的参数 CBF、CBV 、MTT 及 TTD 值对鉴别胶质瘤患者放化疗后复发及假性

进展具有较高敏感性和特异性。本研究样本量较少，需要更大样本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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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011 

18F-FDG PET-CT 对鼻咽癌预后价值研究:基于 14 项研究的 META

分析 

 
黄叶才 冯梅 阴骏 徐鹏 江庆华 郎锦义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治疗前 18F-FDG PET-CT 的最大摄取值(SUVmax)、肿瘤代谢体积(MTV）和总体糖摄取

(TLG）对鼻咽癌预后价值。 

方法 我们检索了 MEDLINE,EMBASE, CBM, CNKI and VIP 数据库中与鼻咽癌和 PET 及预后相关

的中英文文献，无事件生存（EFS)）和整体生存(OS)是主要的研究终点。SUVmax, MTV 或 TLG

对生存的影响通过风险比（hazard ratio，HR)来衡量。使用 Review Manager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对于无事件生存（EFS）, 原发肿瘤的 SUVmax(SUVmax-T)和淋巴结的 SUVmax(SUVmax-

LN)的 HR 分别为 1.31 (95% CI, 1.11-1.55,p=0.001) 和 1.29 (95%CI,0.80-2.06, p=0.29)，在固定

效应模型下，整体 HR 为 1.31 (95%CI,1.12-1.53, p<0.001)；原发肿瘤的肿瘤代谢体积（MTV-T）

和淋巴结的肿瘤代谢体积对 EFS 的 HR 分别为 2.38 (95%CI 1.53-3.70, p=0.001) 和 1.96 (95%CI 

0.50-7.61, p=0.33)，在固定效应模型下，整体 HR 为 2.34 (95% CI, 1.53-3.56, p<0.0001)；肿瘤总

体糖摄取（TLG-T）和淋巴结的总体糖摄取（TLG-N）对 EFS 的 HR 分别为 1.91(95%CI 1.32-

2.77, p<0.001) 和 1.33(95%CI 0.64-2.77, p=0.45), 在固定效应模型下，整体 HR 为

(Chi2=0.74,p=0.39, I2=0%)。对于整体生存，原发肿瘤的 SUVmax (SUVmax-T)和淋巴结的

SUVmax(SUVmax-LN)的风险比 HR 分别为 2.19(95%CI, 1.47-3.27, p<0.001) 和 1.69(95%CI, 

0.81-3.54, p=0.16)，在固定效应模型下，整体 HR 为 2.07(95%CI, 1.45-2.94, p<0.001)。 

结论 治疗前 SUVmax-T 和 MTV-T 能预测鼻咽癌的预后，治疗前 SUVmax-T 或 MTV-T (尤其是使

用 SUVmax=2.5 作为肿瘤分界时)越高，提示预后可能不好。 

 
 
PB-012 

磁共振 3D-ASL 技术联合对比增强扫描在诊断高级别胶质瘤术后

残留中的价值 

 
黄立敏 王涛 徐睿 雷竹 李杭 杨洁 陈南江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1 

 

目的  探讨三维动脉自旋标记（3D-ASL）技术联合对比增强扫描在诊断胶质瘤患者术后残留中的价

值，为放疗靶区勾画提供准确定位。 

方法 对 30 例高级别胶质瘤患者行常规 MRI，3D-ASL 扫描。通过常规 MRI 做出初步诊断，联合

3D-ASL 序列再次分析。采用 GE Discovery MR750 3.0T 扫描仪。常规行头部轴位 T1WI，T2WI

以及矢状位 T2WI 序列扫描，并在增强前加扫全脑 3D-ASL 序列。3D-ASL 参数：FOV24.0cm ,层

厚５ｍｍ，ＴＲ４６３２．０ｍｓ，ＴＥ１０．５ｍｓ，Ｐｏｉｎｔ５１２，采集次数（ＮＥＸ）

３次，标记延迟时间（PLD）１.５ｓ，总扫描时间５ｍｉｎ。计算肿瘤血流灌注值（TBF），对侧

正常白质的区域血流灌注值（CBF）及相对肿瘤血流量值 rTBF (rTBF=TBF/CBF).进行 t 检验统计

处理及分析。 

结果 GE 3D-ASL 灌注图显示，胶质瘤术后残留组残留区域呈高血流灌注，术后残腔组残腔区域呈

低血流灌注。术后残留组的 TBF 与 rTBF 均高于术后残腔组，术后残留组 TBF：８５.９７±１

７．５４（ｍｌ／ｍｉｎ），rTBF：４．１９±１．５８；术后残腔组 TBF：２６.５１±８．９３

（ｍｌ／ｍｉｎ），rTBF：０.９１±０.４４（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侧正常白质的区域

血流灌注 CBF 值，无显著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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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磁共振 3D-ASL 技术联合对比增强扫描可以半定量测定高级别胶质瘤灌注情况，对高级别胶

质瘤患者的术后残留有定位及定性诊断的价值，对于精确勾画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的放疗靶区具有实

用价值。 

 
 
PB-013 

国产图像引导设备 IGPS 在头颈部肿瘤的精确放疗中的应用 

 
张丙新 付东山 朱丹 石祥礼 刘桂芝 梁广立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比较研究国产图像引导设备 IGPS 与进口 CBCT 在头颈部肿瘤的精确放疗中图像引导能力的

差异性，为普通加速器升级为 IGRT 设备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随机选取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在我院接受调强放疗头颈部肿瘤患者 60 例，其中鼻

咽癌 30 例，喉癌 15 例，脑部肿瘤 15 例；所有患者每周做一次同时 CBCT 和 IGPS，比较两种图

像引导方式在六维方向上的误差检验性能和图像匹配效率的差异性。 

结果   60 例患者分别到 365 组 CBCT 图像和 IGPS 正交图像；各方向误差值均服从正态分布；比

较两种图像引导在六维方向（Couch Vrt, Couch Lng, Couch Lat, CouchPitch, Couch Roll, Couch 

Rtn）误差检出能力比较差异均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 值均大于 0.05。IGPS 系统获取图像平均时间

（１0±２）ｓ，采集及匹配图像总时间（15±3）ｓ；ＣＣＴ 系统获取图像平均时间（１２０±８）

ｓ，采集及匹配图像总时间为（180±20）ｓ 

结论  国产图像引导设备 IGPS 在头颈部肿瘤的精确放疗的图像引导方面完全可以替代 CBCT，同

时 IGPS 还有比 CBCT 更短的成像时间，更小的辐射剂量，效率更高，是普通加速器升级为具有图

像引导功能的 IGRT 设备的理想选择。 

 
 
PB-014 

自动轮廓勾画软件（ABAS）图谱库的构建在宫颈癌放疗中的应用 

 
李毅 孙宇晨 张晓智 袁维 柴林燕 唐丰文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自动轮廓勾画软件(ABAS)中图谱数据库模板的最优构建模式，并检验其有效性和准确

性。 

方法 在临床中分别选取 60 例、80 例、100 例、120 例宫颈癌患者的 CT 图像及结构文件构建相应

的图谱库模板。另选 20 例宫颈癌患者分别进行手工靶区勾画和不同模板数目下的自动勾画。使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最小显著性差异 t 检验等统计学方法，利用时间计数、形状相似系数（DSC)、

交叉系数（OI）分析图谱库模板的构建方式对 ABAS 软件有效性及准确性的影响。 

结果 以专家手工勾画结果为参考，除直肠区域外，ABAS 软件可对宫颈癌患者的临床靶区和危及器

官进行准确地勾画。构建图谱库模板的例数对该软件的有效性及准确性均无影响；待进行靶区勾画

的患者所扫描 CT 层数为 65 时即可显著提高该软件的有效性，又可确保 ABAS 系统自动勾画结果

的准确性。 

结论 应用 ABAS 软件对宫颈癌患者进行靶区自动勾画时，构建图谱库的模板数目推荐为 60 例；患

者所扫描的 CT 层数推荐为 65 层。直肠区域应在自动勾画结果的基础上由放疗科专家适当进行手

工勾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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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015 

直肠癌术后病理标本与术前 CT 和 MRI 定义肿瘤范围的对比研

究：对直肠癌术前放疗大体肿瘤体积勾画的指导意义 

 
刘媛媛 朱苏雨 陈晓艳 文露 李金娇 聂少麟 

湖南省肿瘤医院 410013 

 

目的 以直肠癌术后病理标本肿瘤范围为―金标准‖，与其术前 MRI（T1WI, T2WI, DWI）和/或 CT 显

示肿瘤范围进行比较，研究各影像模式对直肠癌大体肿瘤体积（GTV）显示的精确性，借此探索各

影像模式对直肠癌术前放疗 GTV 勾画的指导意义。 

方法  前瞻性入组 22 例拟行 TME 手术的直肠癌患者，术前均行 MRI 盆腔序列影像和/或盆腔增强

CT 检查 。通过 MRI（T1WI, T2WI, DWI）和 CT 分别测量肿瘤纵轴长度（LTI-L 、LT2-L、LDWI-L 、

LCT-L）、轴位影像中肿瘤最宽径（LTI-w、LT2-w、TDWI-w 、LCT-w）和轴位断面影像肿瘤实际面积

（AT1、AT2、ADWI、ACT）。测量 TME 术后标本肿瘤纵轴长度 Lpath-L、肉眼可见肠管横轴侵及最宽

处横截面上肿瘤最宽径 Lpath-w及肿瘤病理面积 Apath。并与各种成像测量的结果配对比较。 

结果 Lpath-L为（4.06±1.14）cm，LCT-L、LT2-L、LTI-L、TDWI-L分别为（3.94±1.23）、

（4.62±1.41）、（3.91±1.51）、（3.39±1.05）cm，与 Lpath-L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20、

0.635、0.688、0.688，P＜0.05）；分析显示 T2 存在一定高估，T1、CT、DWI 存在不同程度的

低估，T1WI 与病理测量的一致性最高。Lpath-w为（2.56±0.94）cm，LCT-w、LT2-w、LTI-w、TDWI-w分

别为（3.64±1.04）、（3.66±0.76）、（3.62±0.99）、（3.23±0.58）cm，与 Lpath-w的相关系数分

别为 0.724(P=0.028)、0.472(P=0.076)、0.620(P=0.024)、0.856(P=0.002)；分析显示四种测量均

存在夸大，DWI 与病理测量一致性最高。Apath为（4.30±2.83） cm
2
, AT1、AT2、ADWI、ACT分别为

（8.98±3.90）、（8.99±3.43）、（8.41±3.09）、（9.63±4.40），各影像测量实际面积存在不同

程度明显高估 

结论 采用 MRI 和 CT 定义直肠癌肿瘤范围时，沿直肠上下方向存在较低程度的低估，而在水平方

向上均存在较大程度的高估。在对直肠癌术前放疗尤其是局部推量高剂量放疗 GTV 的影像勾画

时，放疗医师应有清醒意识并予重视 

 
 
PB-016 

基于 PET-CT 和 4DCT 不同定义方法的非小细胞肺癌内生物靶区比

较研究 

 
张英杰 李建彬 段益利 王玮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比较基于 PET-CT 与 4DCT 所构建 NSCLC 原发肿瘤内生物靶区体积差异，并进行相关因素

分析。 

方法 15 例 NSCLC 患者序贯完成 3DCT、4DCT、18F-FDG PET-CT 胸部定位扫描。基于 4DCT 

10 个呼吸时相图像勾画原发肿瘤大体肿瘤体积（GTV）并融合获得 ITV。基于 PET 图像标准摄取

值（SUV）≥2.0 阈值勾画原发肿瘤靶区并定义为 BTV。以 ITV 和 BTV 融合构建内生物靶区

（IBTV），基于 ITV 均匀外扩一定边界至能够包括 95%IBTV 定义为 IBTVi，基于 BTV 均匀外扩一

定边界至能够包括 95%IBTV 定义为 IBTVb。比较 IBTV、IBTVi、IBTVb 体积差异，并分析靶区外

扩边界、靶区间的体积比（VR）与适形指数（CI）、三维运动矢量（V）、靶区间距（D）等参数

的相关性。 

结果 ITV、BTV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而 IBTV、IBTVi、IBTVb 三者间差异有显著性（F=22.800，

p=0.000）。要包括>95%体积的 IBTV，基于 ITV 或 BTV 分别需要外扩约 13mm，两者无统计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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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VRIBTV/ITV、VRIBTV/BTV、VRIBTVi/ITV、VRIBTVb/BTV 均与 CI 呈负相关（p<0.005），

而 CI 与 BTV（p=0.025）、ITV（p=0.020）体积呈正相关，与 V、D 等因素无关。 

结论 ITV、BTV 之间适形指数是影响 IBTV、IBTVi、IBTVb 相对体积的主要因素。IBTV 体积显著

小于 IBTVi、IBTVb，尤其对于体积较大的肿瘤，我们建议采用 IBTV 构建计划靶区。 

 
 
PB-017 

18F-FDG-PET/CT 引导的 IMRT 靶区勾画方式对局部晚期鼻咽癌的

生存影响研究 

 
刘峰 席许平 韩亚骞 王晖 肖锋 胡英 何倩 张琳 肖琴 刘林 李云 马宏志 罗乐 莫逸 

湖南省肿瘤医院 410013 

 

目的  根据 FDG-PET-CT 引导的不同方法（目测法、SUV2.5 阈值法、50％SUVmax 阈值法）设计

生物靶区（BTV）及放疗剂量，比较三种方法对局部晚期鼻咽癌生物调强放疗（BIMRT）的疗效及

毒性反应。 

方法  292 例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接受 FDG-PET/CT 引导的调强放疗，分为：目测法组（A 组，98

例），SUV2.5 组（B 组，95 例）和 50％SUVmax 组（C 组，99 例）。A 组、B 组、C 组分别应

用目测法、SUV2.5 阈值法、50％SUVmax 阈值法在 PET/CT 定位图像上勾画靶区，A 组和 B 组放

疗剂量为：PGTVnx T1-2 病变 70.4 Gy/32 次，T3-4 病变 72.6Gy/33 次；GTVnd 69.96-72.6Gy；

PTV1 60-64Gy；PTV2 52.0-56.0Gy。C 组应用剂量雕刻(DP-IMRT)技术，GTVnx-PET 剂量提升

至 T1-2 病变 75.2 Gy/32 次，T3-4 病变 77.55Gy/ 33 次。 

结果  C 组的完全缓解（CR）率为 100%，显著高于 A 组 92.9%和 B 组 94.7%，(P<0.05)。A、

B、C 三组的 3 年局部无失败生存率(LFFS)分别为 91.4%、92.6%和 98.8% (P =0.043)；3 年局部

区域无失败生存率 (LRFFS) 为 90.1%、92.3%和 97.2% (P = 0.174)；3 年无转移生存率(DMFS)为

87.4%、86.7%和 92.8% (P = 0.039)；3 年无瘤生存率 (DFS)为 82.1%、83.1%和 87.8% (P = 

0.013)；3 年总生存率(OS)为 83.4%、87.5%和 91.7% (P = 0.038)。C 组的 LFFS、LRFFS、

DMFS、DFS 和 OS 显著高于 A 组(P<0.05)；C 组较 B 组的 LFFS、LRFFS、DMFS、DFS 显著提

高(P<0.05)，并有提高 OS 趋势(P = 0.083)；A 组和 B 组的 LFFS、LRFFS、DMFS、DFS 和 OS

均无统计学差异。各组间的急性及晚期毒性均无显著差异。多因素分析显示 PET-CT 引导生物靶区

勾画方法是 LFFS、DFS 和 DMFS 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50％SUVmax 阈值法的 FDG-PET-CT 引导的调强放疗较目测法、SUV2.5 阈值法可显著提高

局部晚期鼻咽癌的 LFFS、DFS 和 DMFS，且不增加毒性反应。 

 
 
PB-018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预测食管鳞癌新辅助放化疗反应的初步研究 

 
郝大选

1,2
 杨原源

2
 李雪

2
 程欣宇

2
 吴小源

2
 陈永顺

2
 王建华

2
 

1.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 

2.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 

 

目的  新辅助放化疗联合手术是局部进展期食管癌的标准治疗方案，但更多研究表明只有对新辅助

治疗有病理缓解反应的患者才能受益，本研究探讨弥散加权成像评价及预测食管鳞癌新辅助放化疗

后病理缓解反应的价值。  

材料及方法  收集我院 2013 年 12 月-2016 年 4 月经病理学证实的局部进展期食管鳞癌患者。术前

放疗 DT：40Gy/20f，每周 5 次，同步全身化疗―顺铂(20mg/m2)+紫杉醇(45mg/m2)‖每周 1 次，共

4 周。新辅助放化疗前及完成后 1 周内行磁共振常规及 DWI 序列检查。新辅助放化疗完成后 3-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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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食管癌根治术，术后病理标本经两位有经验的病理学专家进行病理缓解程度分级。根据肿瘤治疗

前(ADCpre)、后 ADC 值(ADCpost)、ADC 值变化率(ΔADC)预测肿瘤病理缓解反应情况。 

结果  共 18 例患者入组，中位年龄 63 岁(45-71 岁)，术后病理标本评价为有病理缓解反应 11 例，

无病理缓解反应 7 例；病理缓解反应较好 7 例，其中 3 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4 例接近病理完全缓

解。无病理缓解组、有病理缓解组 ADCpre,ADCpost,ΔADC 分别为 1.72±0.40×10-3mm2/s 、

2.31±0.56×10-3mm2/s(P=0.026),2.66±0.33×10-3mm2/s、3.23±0.63×10-

3mm2/s(P=0.043),60.17%±30.41%、44.46%±33.53%（P=0.331）。当 ADCpre 阈值为 1.77×10-

3mm2/s 时，预测有病理缓解反应的敏感度 81.8%，特异度 71.4%，准确率

77.8%(AUC=0.779,P=0.052)。ADCpost 值最佳界值点为 2.90×10-3mm2/s 时，预测有病理缓解反

应的敏感度 72.7%，特异度 85.7%，准确率 77.8%(AUC=0.799,P=0.037)。病理缓解反应较好组

ADCpost 值明显高于较差组(3.46±0.67×10-3mm2/s：2.73±0.31×10-3mm2/s,P=0.006)。当

ADCpost 阈值为 3.21×10-3mm2/s 时，预测病理缓解反应较好的敏感度 85.7%，特异度 100.0%，

准确率 94.4%(AUC=0.870,P=0.010)。 

结论  治疗前、后肿瘤 ADC 值有预测食管鳞癌新辅助放化疗后病理缓解反应的价值，治疗前 ADC

值较高的食管鳞癌对治疗更有效。 

 
 
PB-019 

Decoding the predictive value for radiotherapeutic 

efficacy based on the changes of image texture features 

between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 PET of NSCLC 

patients 
 

Ma Changsheng,Yin Yong 
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nd Institute 250117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at decoding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exture features for radiotherapeutic 
efficacy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Methods  We investigate which texture features extracted from FDG-PET images by gray-level 
co-occurrence matrix (GLCM) have higher predictive value than the traditional features. Towards 
this goal, a cohort of 21 patients with histologically proven NSCLC was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d. All patients had pre-treatment 18F-FDG PET/CT scans and post-treatment 18F-
FDG PET/CT scans. We used the MATLAB program to reconstruct and segment the tumor 
targets. Five traditional features including the maximum SUV, minimum SUV, mean SUV, SUV 
kurtosis and tumor volume, and five texture features including second angular moment, contrast, 
inverse different moment, entropy and correlation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tumor targets of PET 
scans on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 Then, the change ratios of features were calculated 
by features of pre-treatment and post-treatment. And the cohort of patients wa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ratio of tumor volume. Finally,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mong 
change ratios of feature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found by Mann-Whitney U test.  
Results The Mann-Whitney U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only inverse different moment and 
maximum SUV had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However, the change of tumor volume expresses 
the change of tumor heterogeneity, and the Mann-Whitney U test reveals that the change of 
inverse different moment is more obvious than the change of maximum SUV with the change of 
tumor heterogeneity. The reduced ratio of  tumor volume will most likely be more than 50% if  the 
change ratio of inverse different moment is less than -34.9%. The reduced ratio of tumor volume 
will possibly be less than 50% if the change ratio of maximum SUV is more than -24.76%.The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show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rse different 
moment and tumor volume (rS is 0.557, P=0.009) is more closely th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ximum SUV and tumor volume (rS is 0.468, P=0.033).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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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verse different moment and change ratio of tumor volume has grea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1). 
Conclusion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inverse different moment is higher than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maximum SUV and the other four texture features. 
 
 
PB-020 

Decoding tumor heterogeneity for primary and lymphoma 

tumors by using texture analysis in PET images 
 

Ma Changsheng,Yin Yong 
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nd Institute 250117 

 

Purpose To explore 18F-FDG uptake heterogeneity of primary tumor and lymphoma tumor by 
texture features of PET image and quantify the heterogeneity difference between primary tumor 
and lymphoma tumor.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ere were eighteen patients with primary tumor and lymphoma tumor in 
lung cancer were enrolled. All patients underwent whole-body 18F-FDG PET/CT scans before 
treatment. Texture features, based on Gray-level Co-occurrence Matrix, second and high order 
matrices are extracted from code using MATLAB software to quantify 18F-FDG uptake 
heterogeneity. The relationships of volume between energy, entropy, correlation, homogeneity 
and contrast were analyzed. 
Results In different case, tumor heterogeneity was not the same. To different patients, texture 
parameters (contrast, entropy, and correlation) of lymphoma were lower than primary tumor. On 
the contrast, the texture parameters (energy, homogeneity and inverse different moment) of 
lymphoma were higher than primary tumor. Significantly, correlations were observed between 
volume and energy (primary, r=-0.194, p=0.441; lymphoma, r=-0.339, p=0.582), homogeneity 
(primary, r=-0.146, p=0.382; lymphoma, r=-0.193, p=0.44), inverse difference moment (primary, 
r=-0.14, p=0.374; lymphoma, r=-0.172, p=0.414)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volume and 
entropy (primary, r=0.233, p=0.483; lymphoma, r=0.462, p=0.680), contrast (primary, r=0.159, 
p=0.399; lymphoma, r=0.341, p=0.584), correlation (primary, r=0.027, p=0.165; lymphoma, 
r=0.046, p=0.215). In the same patient, energy for primary and lymphoma tumor is equal. The 
volume of lymphoma is smaller than primary tumor, but the homogeneity were higher than 
primary tumor. 
Conclusion This studying showed that there were effective heterogeneity differences between 
primary and lymphoma tumor by image texture analysis. 
 
 
PB-021 

利用肺部模体研究肺癌在螺旋断层放射治疗计划中靶区间空间关

系对肺组织的剂量学影响 

 
万斌 黎杰 王培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通过螺旋断层放射治疗计划系统及肺部模体模拟肺癌中两个靶区的多种相对空间位置关系，

研究各种相对空间位置关系的靶区对肺组织剂量的影响。 

方法  模拟肺癌中两个靶区的情况，分别改变这两个靶区的相对空间位置关系及体积大小且设计相

应的 TOMOTHERAPY 治疗计划，统计肺组织被 5Gy 剂量辐照体积 V5，20Gy 剂量辐照体积 V20

及平均剂量辐照体积 Vmean，并利用 matlab 软件进行数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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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靶区大小与肺 V5、V20 及 Vmean 呈正相关关系，而靶区大小不变时，肺 V5、V20 及

Vmean 与靶区间距离呈正相关关系但会在距离到达一定值时出现极大值且不在随距离变大而变

大。 

 
 
PB-022 

Association of Normal-Lung FluorodeoxyglucoseUptake with 

Radiation Pneumonitis after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for 

Non-Small Cell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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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2.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nd Institute 

3.UT Southwestern Medical School 
 

Increased uptake of fluorodeoxyglucose (FDG) by normal lung tissue could reflect radiation dose-
dependent inflammatory changesrelated to radiation pneumonitis (RP). We examined cross-
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lung FDG uptake on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and clinician ratings of RP in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for up to 12 months after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 therapy.  
Methods  Subjects were 152 patients with NSCLC who had received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 
as part of a prospective study. PET/CT images obtained during the first 12 months after therapy 
were analyzed with Mirada software and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wereevaluated: maximum,mean, 
and peak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 (SUVmax,SUVmean andSUVpeak); and global lung 
glycolysis (GLG; lung SUVmean× lung volume). RP was rated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 v3.0at 1-6 months after therapy. Regression and mixed 
effects models were used to assess relationships and potential predictor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was used to define the optimal cutoff points for outcome. 
Results  Significant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were noted between PET 
findings (SUVmax, SUVpeak, SUVmean) and RP severity at 1-6 months after therapy (all P<0.05) 
but not at 7-12 months after therapy (all P>0.05).In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GLG correlated with 
RP severity at 1-3 months after therapy (P<0.01), but not at 4-12 months. However, in 
longitudinal analysis, GLG correlated with RP severity at 1-6 months after therapy (P<0.0001), 
but not at 7-12 months (P=0.87). Higher SUVmax, SUVpeak, SUVmean, and GLG values after 
therapy were associated with more severe RP at 1-3 and at 4-6 months after therapy (all P<0.05). 
Lung FDG uptake before treatment also predicted later development of grade ≥2 RP, with cutoff 
values as follows: 4.54 for SUVmax(odds ratio [OR]=13.03,P<0.0001), 3.69 for 
SUVpeak(OR=11.38,  P<0.0001), 0.78 for SUVmean(OR=7.42,P<0.0001), and 2295 for 
GLG(OR=4.25,P<0.0001). 
Conclusion  FDG uptake by normal lung tissue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with RP severity during 
the first 1-6 months after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 The cutoff values identified seem to be 
novel, clinically meaningful variables for identifying patients at risk of developing radiation-related 
pulmonary toxicity befor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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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023 

Predicting Radiation Pneumonitis Risk by Thoracic 

Dosimetry and Fluorodeoxyglucose Uptake in Patients with 

Inoperabl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Undergoing Proton 

or Photon Radiotherapy: Results from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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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2.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nd Institute 

3.Mayo Clinic 
 

Purpose  We evaluated uptake of fluorodeoxyglucose by the lungs in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who received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 with either passively scattered 
proton therapy (PSPT) or photon-based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Relationships 
between FDG uptake, dosimetric variables, and the incidence and severity of radiation 
pneumonitis (RP) were assessed.     
Materials and Methods  Patients (n=102) wereparticipating in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of PSPT vs. IMRT for inoperable stage II-III NSCLC.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scans were obtained at baseline (before treatment), at 1-3 months after treatment, and at 4-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Mean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 (SUVmeans) were calculated for 
normal lungs. Potential associations between SUVmean, RP severity, and dosimetric variables 
were assess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Results  SUVmean correlated with RP severity at both post-treatment times (both P<0.01). In 
both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V40-60Gy correlated with SUVmean at 1-3 months, 
and V30-60Gy and mean lung dose correlated with SUVmean at 4-6 months; V30-60Gy 
correlated with RP severity at 4-6 months (all P<0.05). V5Gy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SUVmean 

or RP severity (all P＞0.05). No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RP severity or SUVmean by treatment 

modality. Compared with IMRT plans, PSPT had lower V5Gy but higher V30-70Gy (all P<0.001).  
Conclusion Uptake of FDG by normal lungs correl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severity of RP 
after treatment.Any dosimetric or clinical advantages of PSPT over IMRT could diminish if the 
high-dose volumes of normal lung are not appropriately minimized during treatment planning.  
 
 
PB-024 

A Preliminary Study: DWI-MRI of unresectable pancreatic 

cancer in Cyberknife radiotherapy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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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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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Changhai Hospital of Shanghai，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No. 

168 Changhai Road 

2.Department of Radiology， Changhai Hospital of Shanghai，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No. 168 

Changhai Road 
 

Purpose  The study aims to preliminarily assess change in related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DWI) after Cyberknife radiotherapy.  
Materials and Methods  All 36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pancreatic cancer (26 locally advanced 
pancreatic cancer (LACP), and 10 metastatic cancer patients) through pathology or by clinical 
diagnosis criterion underwent conventional sequences, Single-shot echo-planar DWI (SS-EPI 
DWI) and Reduced-field-of-view DWI(rFOV DWI) with two-dimensional spatially se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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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frequency (2DRF)) with two b-values of 600 and 0 s/mm2 and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WI(IVIM DWI) with 11 b-values (0, 25, 50, 75, 100, 200, 150, 400, 600, 800, and 1000 s/mm2) 
before Cyberknife radiotherapy (baseline), as well as at one month and three months after 
radiotherapy. The 2DRF excitation pulse was used. An reader with 18 years of abdominal 
radiological experience decided on a round or oval free-hand small sample of tumor as region of 
interest (ROI) covering as much solid area in approximately the same slice with a close area size 
at different timepoints, avoiding pancreatic ducts and cystic lesions based on referring to T2WI 
and LAVA.All parameters (ADC, ADC (rFOV DWI), ADCfast, and ADCslow, ,f) derived from DWI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radiotherapy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among three groups of 
mean value of parameters calculated from ROI at different three timepoints was first analyzed by 
ANVO (at a P < 0.05) and then T-test (at a P < 0.017 (0.05/3)). Multiple factor analysis with 
General linear regression used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SS-EPI DWI and IVIM DWI was 
conducted. 
Results  ADC has a significant tendency toward a higher value (P < 0.001) with the increase of 
1.47±0.28 (initial) to 1.79±0.33 (first follow-up, P < 0.001) and 1.94±0.41 (second follow-up, P < 
0.001), but we did not fi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atter two groups (P = 0.09). 
Similarly, ADC calculated from rFOVDWI and ADCtot presented the same trend towards higher 
values (P = 0.001, P < 0.001) from the initial 0.96±0.33 to the first 1.17±0.37 (P = 0.012) to 
second 1.21±0.27 (P = 0.001), 1.56±0.30 to 1.75±0.32 (P = 0.009) to 1.86±0.46 (P = 0.02), 
separately,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atter two groups (P = 0.612), as well. With 
increasing tendency (P = 0.041), Dslow did not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t one month post-treatment 
with an increasing trend (1.10±0.73 versus 1.19±0.97, P = 0.652) but presente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value (1.10±0.73 versus 1.49±0.46, P = 0.009) at three months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to initial value.Despite not reach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follow-ups sessions (P = 0.106), an increase trend was observed (1.192±0.97 versus 1.49±0.46, 
P = 0.106).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ADCfast and f at different timepoints (P = 0.191, 
P = 0.311). The ADC (SS-EPI DWI) value would increase by 0.12895 on average, whereas 
ADCslow increases by 1 mm2/s (P =0.0062). The increase in ADCfast would not affect ADC (SS-
EPI DWI)value (P = 0.8694). In the ADCtot analysis, the average increase is 0.18252 of ADCtot 
compared with 1 mm2/s of ADCslow (P < 0.0001). We can conclude from all of the above results 
that ADCslow may contribute to the change in ADC of the target lesion post-treatment. 
.However, in the rFOV DWI analysis, there a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Conclusion  DWI serves as potential imaging biomarker for evaluating the early response of 
unresectable pancreatic cancer to Cyberknife radiotherapy. 
 
 
PB-025 

原发性及转移性脑肿瘤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的影像学改变 

 
邱书珺 李勇 潘绵顺 张丽 邵显军 

武警上海总队医院肿瘤放射诊疗中心 201103 

 

目的  脑恶性肿瘤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病灶体积增大，可能为短暂性治疗后反应，放疗坏死或肿瘤

进展。对于以上三种情况的鉴别对肿瘤放射治疗的疗效判断、进一步选择治疗方法非常重要。本研

究目的在于评价 18F-PET 对原发性及转移性脑肿瘤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诊断价值。 

资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恶性原发性脑肿瘤以及转移性脑肿瘤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的影像学资料，

包括 20 例恶性胶质瘤，23 例转移性脑肿瘤，随访时间为 1 年或者至患者死亡。 

结果  20 例胶质瘤中，69%在放射治疗后平均 12.7 周后体积增大；23 例转移瘤中，21%在放疗后

平均 9.6 周体积增大。13 例在 18F-PET 中表现为病灶体积增大，其中 9 例病灶表现为高代谢，4

例代谢减低。在 9 例高代谢病例中，7 例经随访证实对患者肿瘤进展、预后不佳的判断是错误的

（所有患者均存活，平均随访时间为 20 个月），2 例证实是正确的，患者分别于 5、8 个月后死于

PET-CT 中所见增大并高代谢的复发病灶。4 例 FDG 摄取较正常脑组织低的患者中，1 例随访 32

周后仍存活，3 例分别约 11、20 个月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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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放射治疗后随访，脑肿瘤常常表现为病灶体积增大，尤其是胶质瘤。我们应熟悉这种影像学

变化，且在解释治疗后影像学改变时谨慎。MRI 对转移瘤放疗后效果判断有价值，FDG-PET 似乎

对鉴别治疗后反应、放射性坏死以及肿瘤复发有困难，我们需要进一步借助影像学新技术，如

11C-PET 或 MRS 等。 

 
 
PB-026 

脑转移瘤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的 MRI    影像学变化 

 
邱书珺 李勇 潘绵顺 张国禹 

武警上海总队医院肿瘤放射诊疗中心 201103 

 

目的  分析脑转移瘤伽马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的 MRI 影像学特征，并评估其与肿瘤治疗后反应、

生存率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 

资料和方法  2004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2 月间 144 例脑转移瘤患者（75 例男性，69 例女性，平均

年龄 62 岁），共 226 个病灶分别行伽马刀治疗前、治疗后 MRI 检查，分析治疗前后 MRI 图像上

强化病灶的体积以及影像学特点，评估 MRI 对脑转移瘤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的诊断价值，分析能

够反映局部控制以及生存率的影像学特点。 

结果  226 个转移瘤中，197 个病灶（87%）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平均 20 周，MRI 显示局部肿瘤

得到了控制；其中 124 个病灶（63%）在治疗后一年随访仍为局部肿瘤控制。23 个转移灶

（10%）表现为治疗后短期内肿瘤体积增大，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中位生存时间为 50 周，并且与

患者是否有系统性疾病以及原发肿瘤的类型相关。 

结论  肿瘤强化特点以及早期疗效与局部肿瘤是否控制有关；早期病灶体积增大不能否定局部肿瘤

控制，也许代表放射性反应等相关变化。识别这些一系列的 MRI 影像学变化可以指导我们解释图

像信息，影响患者的后续治疗。 

 
 
PB-027 

18F-FDG PET-CT 功能生物参数对其引导鼻咽癌同步加速生物调

强推量放疗预后的意义 

 
李金娇 朱苏雨 刘科 吴峥 刘媛媛 邓俊 周菊梅 

湖南省肿瘤医院 410013 

 

目的 分析 18F-FDG PET-CT 功能生物参数与其引导鼻咽癌同步加速生物调强推量放疗长期随访结

果之间的关系，寻找有价值的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至 2011 年在湖南省肿瘤医院实施 18F-FDG PET-CT 引导同步加速功能

分子生物靶区调强推量放疗的 87 例鼻咽癌患者资料。采用 18F-FDG PET-CT 对患者进行模拟定

位，用视觉分辨法勾画鼻咽肿瘤代谢活性高聚区 GTVnx.pet，并进行同步推量，中位剂量 78Gy

（72.6～81.6Gy）,鼻咽肿瘤靶区 GTVnx，中位剂量 74.6Gy（67～80.4Gy）,颈部淋巴结 GTVnd

中位剂量 72Gy（60～78.5Gy），高危临床靶区 CTV1 剂量 60Gy，低危临床靶区 CTV2 剂量 54-

56Gy，以上剂量分 32～33 次完成。统计随访治疗结果 OS、LRFS、DMFS 和 DFS，并收集测算

治疗前相关功能参数包括：鼻咽部肿瘤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P）、平均摄取值（SUVmean-

P）、肿瘤代谢体积（MTV-P）、肿瘤糖酵解（TLG-P），以及颈部淋巴结的相应参数值

（SUVmax-N、SUVmean-N、MTV-N、TLG-N）。对相关因素进行生存回归分析。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63 月（3-90 月），5 年 OS 率为 80.2%，5 年 LRFS 率为 91.4%，5 年 DMFS

率为 85.6%，5 年 DFS 率为 77.6%。单因素分析显示 SUVmax-N≥7、GTVnx.pet 处方剂量＜77Gy

是 5 年 LRFS 的不良影响因素。SUVmax-P≥11、SUVmean-P≥7、MTV-P≥11、TLG-P≥68、

SUVmax-N≥7、SUVmean-N≥7、MTV-N≥14、TLG-N≥54 是 5 年 DFS 的不良影响因素。多因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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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显示 SUVmax-N 和 GTVnx.pet 处方剂量是 5 年 LRFS 的影响因素；SUVmean-P、SUVmean-N

和 MTV-N 是 5 年 DFS 的影响因素。 

结论 18F-FDG PET-CT 引导鼻咽癌同步加速生物调强推量放疗获得了很好的局部和区域控制疗

效。鼻咽生物高聚区放疗剂量小于 77Gy 和颈淋巴结 SUVmax＞7 提示局部区域复发风险增加；鼻

咽平均 SUV≥7、颈淋巴结平均 SUV≥7 和淋巴结代谢体积≥14 提示预后不良。 

 
 
PB-028 

Magnetic resonance (MR) imaging for tumor staging and 

definition of tumor volumes on radiation treatment 

planning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于会明 赵丹 齐丽平 胡俏俏 

北京肿瘤医院 100042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MR on the staging and radiotherapy planning for patients with 
NSCLC.Twenty-four patients with NSCLC underwent MR and CT images. GTV was delineated 
not only according to CT image alone (GTVCT), but also based on both CT and MR image 
(GTVCT/MR). Dose-volume histograms (DVH) for lesion and normal organs were generated 
using both GTVCT and GTVCT/MR treatment plans. All patients were irradiated according to 
GTVCT/MR plan.  Median volume of the GTVCT/MR and GTVCT were 105.42 cm3 and 124.45 
cm3, respectively, and the mean value of GTVCT/MR wa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of 
GTVCT (145.71±145.04 vs 174.30±150.34, P<0.01). Clinical stage was modified in 9 patients 
(37.5%). The 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 was 83.3% and the l-years overall survival (OS) 
were 87.5%. MR is a useful tool in radiotherapy treatment planning for NSCLC, which improves 
the definition of tumor volume, reduces organs at risk dose and does not increase the local 
recurrence rate. 
 
 
PB-029 

应用锥形束 CT（KV-CBCT）图像征象的改变对非小细胞肺癌同步

放化疗治疗早期疗效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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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省肿瘤医院 

2.山东大学医学院 

 

目的  探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KV-CBCT 图像参数，特别是 CT 值及原发肿瘤体积在同步放化疗治

疗过程中的变化及在早期疗效预测方面的应用价值。 

方法  搜集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4 月，56 例经病理证实并拟行同步放化疗的 II-III 期非小细胞肺

癌患者，治疗前和每次放疗前行 KV 级 CBCT 扫描。肿瘤原发灶边界由 2 位经验丰富放疗科医师勾

画，通过西门子（Siemens）SYNGO.VIA 系统读取 CBCT 图像原发肿瘤平均 CT 值和体积并对其

进行三维重建。应用 RECIST 标准进行短期疗效评价, 分为缓解组 (CR、PR)和未缓解组 (SD、

PD)。运用 SPSS 软件研究分析 CT 值变化与肿瘤体积变化、放疗剂量的关系以及肿瘤各参数的变

化与早期疗效的相关性。 

结果  患者放疗期间肿瘤原发灶 CT 值及体积均有不同程度改变，原发肿瘤平均 CT 值减少 36.02 

Hu，平均体积减少 27.65%。CT 值变化与肿瘤体积变化相关性较弱（r=0.342，p=0.736），而 CT

值变化与放疗剂量相关性较强（r=0.897，p=0.001）。经 RECIST 评估，缓解组共 34 人，CT 值

和体积分别减小 46.92Hu、31.62%；未缓解组共 22 人，CT 值和体积分别下降 19.87 Hu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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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且两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7 ,p=0.01）。相比于其他放疗阶段，在第 10-15 次

放疗期间，CT 值变化的斜率（△CTN/Gy）与早期疗效相关性最强（p < 0.001）。同时 ROC 曲线

表明联合 CTN 与肿瘤体积的改变相比于两者单独预测，更可以准确预测肿瘤早期疗效，敏感度为

70.6%，特异度 86.4%。在此评价标准下，总患者的中位疾病进展时间(TTP)为 6.3 个月，缓解组

为 7.4 个月，远长于未缓解组的 4.6 个月（p=0.0172）。 

结论  CBCT 图像 CT 值和肿瘤体积在非小细胞肺癌放疗期间整体呈下降趋势，且随着放射剂量增

大而减小。肿瘤 CTN 变换与放疗剂量存在明显相关性，但与整体体积变化相关性较弱。CT 值和肿

瘤体积的改变可以用于评估非小细胞肺癌同步放化疗治疗早期疗效，相较于原来影像学的评价标

准，更具有一定实际临床意义。 

 
 
PB-030 

CT 图像参数在肺腺癌新辅助治疗方案中评估疗效的应用 

 
温强 岳金波 孟雪 马长升 孙新东 尹勇 于金明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研究肺腺癌患者新辅助同步放化疗前后各 CT 图像参数的变化及参数在不同新辅助治疗方案

的预测疗效上的差异性。 

方法  对 43 例 IIIA 期肺腺癌患者新辅助治疗前后的 CT 图像进行分析，并主要研究肿瘤体积，CT

值，偏度，峰度及各项纹理参数的变化趋势。探究 CT 图像参数与病理缓解的相关性，发现各项参

数在预测新辅助治疗同步放化疗和新辅助联合靶向治疗疗效的区别。 

结果  新辅助同步放化疗和新辅助化疗联合靶向治疗两组患者基线特征并无区别。单因素分析显

示，在同步放化疗组中肿瘤体积（p=0.023），CT 值（p=0.005），峰度(p=0.005)和偏度(p=0.001)

均是治疗缓解的预测因子。而在多因素分析中，只有图像峰度为独立预测因素。在靶向治疗组中，

多因素分析显示熵值和强度在缓解组明显低于为缓解组，强度每增加 0.1，其疾病未缓解可能性增

加 9.1%。 

结论  相比于放疗，靶向药物对肿瘤的作用在影像学上的表现往往滞后于实际疗效变化。CT 图像的

各个参数均可作为潜在的预测肺腺癌新辅助治疗的预测因子，从而用于疗效的评估。 

 
 
PB-031 

CT/MR-DWI 图像融合技术在非小细胞肺癌精确放疗中勾画靶区的

研究 

 
高靖琰 

云南省肿瘤医院 650106 

 

目的  探讨 CT/MR-DWI 图像融合技术在确定非小细胞肺癌放疗精确勾画靶区的方法。 

方法  由云南省肿瘤医院 2014-2015 年共入组 28 列初治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肺癌患者，分别依据

CT 图像和 CT/MR-DWI 融合图像勾画非小细胞肺癌肿瘤靶区 GTV，比较两种图像在非小细胞肺癌

精确放疗靶区勾画中的差异。 

结果  单一 CT 图像下肿瘤 GTV 的勾画在不同医生间存在较大差异，而 CT/MR-DWI 图像融合技术

能显著减少不同医生间靶区勾画的差异，从而使医生勾画靶区更加精确可靠。 

结论  CT/MR-DWI 图像融合技术有助于医生更加精确的勾画非小细胞肺癌的放疗靶区，从而为精

确放疗提供一致性和可靠性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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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032 

治疗前 SuvmaxN/SuvmaxT 可以更好的预测进展期鼻咽癌 

放化疗生存 

 
林勤 李夷民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市肿瘤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序列 18F-FDGPET/CT 与局部晚期鼻咽癌放化疗疗效之间的关系。 

方法  这项前瞻性单中心研究包括 62 名被诊断为局部晚期鼻咽癌的患者。所有患者均在放化疗前、

放化疗期间、放疗后及分放射治疗后 1 月行序贯 4 次 18F-FDG PET/CT 扫描。每次扫描的原发灶

及颈部转移淋巴结的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T、SUVmaxN）、两者的比值

SUVmaxN/SUVmaxT（N/T 比值）及原发灶代谢肿瘤体积（MTV），糖酵解的总病变（TLG）的

数据均被记录。在随访过程中，病人的生存状态（是否带瘤生存）被详细记录。用 ROC 方法来获

取最优的 18FDG PET/CT 的预测阈值并分组，用 Kaplan Meier 和 Cox 回归分析方法分析这些参数

与总生存期（OS）及无病生存率（DFS）的关系。 

结果  鼻咽原发灶、颈部淋巴结的平均 SUVmax，N/T 比值，MTV 及 TLG 指数分别为

11.16±5.87，7.87±6.86，0.74±0.56，11.87±9.30 和 81.33±87.86。随访结束后，75.8%的患者未

发现肿瘤复发或转移。Kaplan Meier 及 COX 回归分析显示， N/T 比≥0.82 与较差的 DFS 及 OS 显

著相关。 

结论  进展期鼻咽癌治疗前 18F-FDG PET/CT 的 N/T 比值可提供较好的预后信息。 

 
 
PB-033 

基于 PET-CT 影像的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患者血液学毒性分析 

 
昌喻 杨志勇 赵迎超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通过 18F-FDG-PET 影像观察宫颈癌患者经盆腔放疗后骨髓造血活性的改变，研究骨髓接受

放射剂量体积等物理学参数对骨髓造血活性的影响，以降低放疗后急性及迟发性骨髓毒性的发生

率。 

方法 选取 15 例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纳入研究，患者在同步放化疗前后分别行全身 PET-CT 扫描，

定量分析宫颈癌患者骨盆内活性骨髓和非活性骨髓体积和 SUV 值在治疗前后的变化。记录患者在

同步放化疗过程中每周血细胞数目，拟分析活性骨髓体积和 SUV 值的变化与患者血液学毒性的相

关性。 

结果 患者白细胞与中性粒细胞数目最低值的平均值分别为 2.26 ± 0.68；1.35 ± 0.48；患者 II°及以

上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减少的发生率分别为 78.4%和 64.7%；III°及以上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减少

的发生率分别为 40.5%和 27.0%；患者治疗前后活性骨髓的体积明显减少（p 值为 0.001），SUV

值明显降低 （p 值为 0.001），减少的活性骨髓的平均体积分别为：63.71 ± 28.84cm
3 
; 活性骨髓

SUV 值降低的平均值为 0.81 ± 0.14。 

结论 同步放化疗后患者盆骨中具有造血活性的骨髓体积明显减少，骨髓的造血活性显著降低。为

后续的研究中通过控制活性骨髓的受照体积及剂量而减少血液学毒性的发生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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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034 

18F-FDG PET/CT 分子影像代谢参数与肺腺癌放疗近期疗效的相

关性研究 

 
邓红彬 段敬豪 马长升 尹勇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探讨放疗前 18F-FDG PET/CT 分子影像代谢参数与肺腺癌放疗近期疗效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0 月到 2016 年 5 月山东省肿瘤医院 31 位肺腺癌患者放疗前的 18F-FDG 

PET/CT 图像。首先在 PET/CT 融合图像上勾画 GTV，利用 MIM6.5 软件提取多个肿瘤代谢参数，

包括 CSH（累积 SUV 体积直方图），SUVmax，以及 MTV，AUC-CSH(累积 SUV 体积直方图曲

线下面积)。放疗结束后一月内采用 RECIST 标准评估放疗的疗效，其中 CR/PR 为有疗效组，

SD/PD 为无疗效组。最后，利用 SPSS 22.0 软件统计分析各代谢参数与近期疗效的相关性。 

结果  有疗效组 15 例，AUC-CSH、SUVmax 以及 MTV 的平均值分别为 0.5693±0.1202、

7.47±2.95 和 14.3±21.5；无疗效组 AUC-CSH、SUVmax 以及 MTV 的平均值分别为

0.4495±0.0875、14.37±5.82 和 69.2±82.5。AUC-CSH、SUVmax 以及 MTV 与疗效分组的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相关系数及 P 值分别为 r2=-0.509、P=0.003，r2=0.608、P=0.000，

r2=0.420、P=0.019，相关性检验水平为 P=0.05，均有统计学意义。对各组数据行 ROC 曲线分

析，通过 Youdon 指数确定最佳分界值，AUC-CSH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92，P=0.006，当

AUC-CSH 为 0.4754 时，其敏感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73.3%和 81.2%。SUVmax 的 ROC 曲线下面

积为 0.867，P=0.001，当 SUVmax=8.65 时，其敏感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73.3%和 87.5%。MTV 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25，P=0.002，当 MTV=13 时，其敏感度和特异性分别为 80%和 81.2%。

三者分界能力相当，均可作为有疗效组与无疗效组的分界指标。 

结论  AUC-CSH、SUVmax 和 MTV 均可作为肺腺癌有疗效组与无疗效组的分界指标，敏感度和特

异性均较好。本研究结果为 18F-FDG PET/CT 分子影像预测肺腺癌的放疗早期响应提供了研究基

础。 

 
 
PB-035 

基于云存储的放疗数据安全管理系统设计 

 
戈伟强 张立波 

华东医院（上海）放疗科 200040 

 

目的 随着放疗技术的发展, 放疗临床数据体量越来越大，肿瘤放疗病人的生存期越来越来越长。根

据国家关于临床治疗数据保存 30 年的规定，以及硬盘、磁带、光盘等存储介质超过 3-5 年使用寿

命后会随机发生退磁导致数据丢失的现状，作者和泛姆医疗科技公司协作尝试采用 Object Storage

技术，开发了针对放疗数据的云存储系统，以期实现放疗临床数据的长期安全存储。 

方法 使用 OpenStack 平台，采用基于对象的存储模式（Object Storage），对象中包含数据，不

使用层级结，服务器或者终端用户通过唯一的标识符来检索对象，不使用数据的物理地址。Object 

Storage 中使用 Ring 组件确定数据在存储池中的驻留位置。在 Ring 组件中使用 zone 来保证数据

的隔离。同时采用 Hash 算法来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可扩展性。 

使用 5 台 HP E7500 PC 作为节点服务器，云存储平台理论总存储空间为 10TB，分别将 30 例放疗

计划、EPID 摆位验证图像文件、CBCT 位置验证图像文件和 4D-CT 文件上传保存并下载使用。 

结果 所有文件均顺利上传并下载；模拟系统崩溃、宕机等突发情况时，随机关闭其中两个节点服

务器，系统仍然能够正常提供数据下载，无数据丢失及损坏。 

结论  Object Storage 云平台使用普通硬件来构建分布式对象存储集群，在数据存储的可扩展性、

安全性、系统价格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适合放疗科进行数据的长期存储和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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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036 

Gd-EOB-DTPA 增强 MR 在肝癌放疗中的应用研究 

 
孙晓丽 严森祥 于今明 邢磊 应世红 卜路懿 路中杰 江雪 王德红 叶香华 竺鑫丽 李新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放疗科 310003 

 

目的  利用普美显动态增强磁共振（gadoxetic acid-enhanced magneticresonance imaging，Gd-

EOB-DTPA MRI）成像技术对原发性肝癌肝放疗后病例进行影像学随访。探讨放疗后 Gd-EOB-

DTPA MRI 的特征与放疗剂量和放疗前肝功能 Child-Pugh (CP) 评分的关系 

方法  我院 2013 年 6 月至 2015 年 3 月中行放射治疗的 9 例原发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患者，采用多野外放疗，放疗剂量按 2Gy 分次等效剂量（equivalent dose in 2Gy fraction 

EQD2）换算。放疗后 1 月左右行 Gd-EOB-DTPAMRI 检查，将肝脏期 MRI 图像与放疗计划治疗

CT 图像相融合,记录 MRI 的信号改变区边界所对应的放疗等剂量曲线数值，分析其与患者放疗前肝

功能 CP 评分之间的关系。  

结果  共测量 12 个放疗靶区，放疗后 Gd-EOB-DTPAMRI 的肝脏期能够显示出与相应放疗等剂量

曲线相重叠的信号降低区，相对应的等剂量曲线数值和放疗前 CP 评分均具有负相关性，Child A

组信号降低区边界对应的等剂量曲线数值为 25-30Gy，Child B 组则为 20-25Gy。 

结论  Gd-EOB-DTPA MRI 图像能够显示早期放射性损伤区域,其与放疗剂量和放疗前 CP 评分具有

一定相关性，可以为肝脏放疗早期损伤提供可视化参考标准。 

 
 
PB-037 

影响组学特征提取工具的一致性检验 

 
甘家雨 王佳舟 钟浩宇 罗瑞妍 周震 胡盼盼 申丽君 夏凡 周梦龙 章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常用的影响组学影像特征提取工具进行一致性检验。 

方法  本研究中回顾性地收集了 211 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的计划 CT 影像，使用目前在影响组

学研究中通过常用的三种特征提取软件（QIAT，IBEX，RADIOMICS）分别对其提取影像特征。

并通过对提取出的三组影像特征数据集进行比对，进而对三类特征提取软件进行性能一致性检验。

数据集比对方法主要有四种：1）同一软件提取出的特征数据内部一对一地求秩相关，以期发现含

有冗余信息的特征 2）不同软件提取出的特征数据相互一对一求秩相关，以期检验不同软件是否能

提取出相同特征，并且发现某些独有的特征。3）对已知定义相同或相似的特征，找出相关性较差

的特征及种类分布。4）使用非负矩阵分解方法将三个数据集中的患者分为两类，检验分类器对特

征不一致性的容忍度。 

结果  特征数据集内部与之间的冗余信息分析结论为定性，需要配合图表展示。相似特征配对相关

性分析可以得出，IBEX 与 RADIOMICS 间的一致性（54 对相似特征中，34 对的秩相关系数大于

0.9）好于 QIAT 与此两者分别的一致性（QIAT 与 IBEX，33 对相似特征中 17 对相关性系数超过

0.9；QIAT 与 RADIOMICS，33 对相似特征中 16 对相关性系数超过 0.9）.非负矩阵分解分类模型

方面，可以得出该模型对特征不一致性容忍度较高的结论，使用拥有上述不一致性的三个数据集进

行分类，两两间的分类准确性均在 86%-88%之间，卡方检验均有显著性。 

结论  使用三类常见影响组学特征提取工具，对同一影像集分别进行特征提取，在提取出的三个数

据集间均能检验到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性。但是这种不一致性不会对后续分类模型造成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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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038 

肝癌 TACE 术后碘油分布对放射治疗的指导意义 

 
任晔 王宗烨 戴卓捷 樊晶晶 申玉龙 吴清芹 

解放军第 306 医院放疗科 100101 

 

目的  通过分析肝癌碘油栓塞后瘤体的血管结构特点与碘油沉积的关系以及碘油在瘤体内沉积的特

点与疗效的关系，总结出栓塞后碘油分布及密集程度对肝癌预后有指导意义，对进一步放射治疗提

供有力的依据。 

方法 选取肝癌行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术后患者，一般介入治疗 1~2 次后行放射治疗，并于

TACE 治疗后 1~2 周开始进行。按照国际辐射单位和测量委员会（ICRU）50 号文件规定标准，由

放疗科和 CT 室医师在 TPS 工作站共同勾画。对于介入术后呈现密集型及环形碘油分布的肿瘤，

临床靶区尽量向碘油集聚区周边外扩 1~1.5cm；对于术后呈现稀疏及缺损型碘油分布的肿瘤，靶区

包括碘油沉积周围及碘油稀疏及缺损区域；对于介入术后碘油分布稀少，即累计病灶内碘油沉积面

积少于 30%，靶区应参考肝脏 CT 增强扫描动脉、门脉及延迟期肿瘤形态勾画。 

结果 介入术后碘油呈现密集型及环形碘油分布的肿瘤，疗效最好；术后碘油呈稀疏及缺损型，次

之；乏血管型或非肝动脉供血肝细胞癌，疗效最差。 

结论  近年来较多单位采用放射治疗及 TACE 联合治疗肝癌，获得了较两者单纯治疗更好的疗效。

肝癌 TACE 术后疗效与瘤体内碘油的聚积量密切相关，TACE 术后沉积在肝内的碘油成为放射治疗

靶区勾画的重要依据，因此研究碘油沉积的形态分布及其临床意义对放射治疗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PB-039 

放疗中基于 MVCBCT 和 KVCT 的金属伪影去除技术研究 

 
倪昕晔 高留刚 孙鸿飞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提出一种基于 KVCT 和 MVCT 去除金属伪影的新方法。 

方法 在模体中插入金属棒，扫描得到模体的 KVCT 和 MVCBCT 图像。在 MVCBCT 中阈值分割得

出金属部分，将 MVCBCT 与 KVCT 融合得到先验图像，MVCBCT 与 KVCT 的扫描视野和空间位

置都不相同，需要对 MVCBCT 进行配准。基于 matlab 环境，采用函数 imresize 及双线性插值的

方法先对 MVCBCT 进行缩放，使其尺寸与 KVCT 相匹配，然后再对 MVCBCT 进行平移和旋转使

其位置与 KVCT 基本重合。对先验图像前投影来修补原始 KVCT 中穿过金属的投影，最后 FBP 重

建得到修正后图像。在 TPS 中设计相同的放疗计划，分别基于真实 CT 图，原始 KVCT 图和修正

后图像计算剂量分布。 

结果 相比原始 KVCT 图像，修正后图像去除了大部分金属伪影，其 CT 值更加准确。修正后图像

能分辨金属中央的空心圆孔，而原始 KVCT 无法显示出金属内部结构，将孔误认为金属部分。基于

修正后图像计算得到的剂量分布非常接近于真实 CT 图像中的，而原始 KVCT 图的剂量分布与真实

情况差距很大。 

讨论 KVCT 在扫描含较大金属植入物的物体时，由于其严重的光子饥饿效应，其金属 CT 值与真实

值偏差很大。MVCBCT 有较高的射线能量，其探测器能接收到穿过金属物质的光子，能较准确反

映金属的 CT 值。所以修正后图像的金属 CT 值要比原始 KVCT 准确的多。MVCBCT 与 KVCT 融

合后，极大的减少了金属周围的暗伪影和亮伪影，故在此基础上得到的修正后图像只有较轻的金属

伪影。金属伪影会在 CT 影像中产生不真实 CT 值，TPS 会根据 CT 值-密度转换曲线得到不准确电

子密度（或组织密度），影响 TPS 组织不均匀性剂量校正计算结果，得到不准确的剂量分布，对

肿瘤组织和正常组织吸收剂量产生不准确的评估。因此，减少金属伪影，是提高 TPS 对金属植入

物患者放疗剂量计算精度的关键因素之一，为医务人员提供准确的剂量分布结果，从而提高评估放

疗效果及正常组织副作用的准确性；同时减少金属伪影有助于影像质量的提高，医务人员不易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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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诊。结论：在含有较大金属植入物的 CT 成像中，利用 KVCT 和 MVCBCT 的融合图像作为先验

图像的方法能够明显改善 CT 图像质量，对准确计算评估放疗时的剂量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PB-040 

治疗前 18F-FDG PET-CT 代谢参数对食管癌近期 疗效预测 

价值研究 

 
李建成

1,2
 孙伟杰

2
 

1.福建省肿瘤医院胸部放疗科 

2.福建医科大学省立临床学院 

 

目的  探讨治疗前原发灶代谢参数 FDG 的最大标准摄取值（maximum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UVmax）与肿瘤代谢体积（metabolic tumor volume，MTV）在放疗或放化联合治疗的食

管癌患者近期疗效的预测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在福建省肿瘤医院行放疗或放化联合治疗的食管癌

患者 98 例，治疗前皆行全身 18F-FDG PET-CT 扫描，分别分析食管原发灶 SUVmax、MTV 与临

床各因素和临床疗效的关系。 

结果  年龄、性别、食管癌部位以及分化程度各组间 SUVmax、MTV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病灶长度、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以及临床分期各组间的 SUVmax、MTV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且 SUVmax、MTV 与病灶长度、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以及临床分期均成

正相关（P<0.05）。低 MTV 组病灶长度缩小百分比较高 MTV 组大，低 SUVmax 组治疗后的病灶

长度缩小百分比较高 SUVmax 组大，且 SUVmax、MTV 与病灶长度缩小百分比均成负相关，但

MTV 与病灶长度缩小百分比相关性较 SUVmax 更高。 

结论  临床各因素中年龄、性别、食管癌部位以及分化程度对 SUVmax、MTV 无明显影响，但病灶

长度、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以及临床分期对 SUVmax、MTV 有明显影响，疗前 SUVmax 

值和 MTV 值均能预测放疗或放化联合治疗的食管癌患者近期疗效，但 MTV 较 SUVmax 预测价值

更高。 

 
 
PB-041 

弥散加权成像在早期预测食管癌放化疗疗效的价值研究 

 
谢华英 陈海燕 黄仁华 徐欣 吴华伟 白永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放疗科 200127 

 

目的  通过观察表观弥散系数（ADC）在食管癌放疗前、中的变化，探索弥散加权成像（DWI）技

术在早期预测食管癌放化疗疗效的应用价值。 

方法  搜集 29 例经内窥镜下病理证实并拟行同期放化疗的中晚期食管癌患者，分别在放疗前一周

内、放疗中（放疗剂量达 40Gy）及放疗后 4 周行常规 MRI 及 DWI 扫描，测定各时间点食管病变

长度及 ADC 值。根据放疗前、放疗后的食管病变长度变化。疗效评价分为有效组［完全缓解

（complete remission,CR）+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和无效组［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SD）+疾病进展（progression disease,PD）]。并利用成组 t 检验对两组间的 ADC 值相关

指标进行比较。 

结果  放疗中的平均 ADC 值显著高于放疗前组［（2.16±0.63）×10-3 mm2／s VS（1.32±0.28）

×10-3 mm2／s，P＜0.01]。有效组及无效组分别为 23 例及 6 例。有效组与无效组的放疗前 ADC

值分别为（1.30±0.29）×10-3 mm2／s、（1.49±0.17）×10-3 mm2／s，两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放疗中 ADC 值分别为（2.22±0.64）×10-3 mm2／s、（1.64±0.19）×10-3 mm2／

s，放疗前中 ADC 变化值为（0.92±0.68）×10-3 mm2／s、（0.14±0.15）×10-3 mm2／s，?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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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78.3±66.6）%、（9.9±11.3）%，后三项指标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放疗前

中 ADC 变化值阈值取 0.277×10-3 mm2／s 或?ADC 阈值取 22.4%时，预测放化疗疗效的敏感性、

特异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88.5%、100%、86.2%、95.8%、40%及 

84.6%、100%、86.2%、100%、42.9%。 

结论  DWI 技术可以为早期预测食管癌放化疗疗效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有效组与无效组之间的放

疗中 ADC 值、放疗前中 ADC 变化值及 ADC 变化率相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但两组间放疗前 ADC

值无差异。且放疗前中 ADC 变化值阈值取 0.277×10-3 mm2／s 或?ADC 阈值取 22.4%时对于早期

预测放化疗疗效具备高敏感性及特异性。 

 
 
PB-042 

应用 Clarity 追踪腹腔器官运动的研究 

 
纪天龙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疗科 110001 

 

目的  应用 Clarity®系统追踪腹腔器官的运动，研究其在治疗前辅助确认肿瘤运动范围或在治疗过

程中监测肿瘤的运动的应用。 

方法  使用 Elekta 公司的 Clarity®系统，QUASARTM 呼吸运动平台，仿真胸腹膜体。提取 11 个真

实病例患者的呼吸曲线，通过 QUASARTM 控制软件编辑，设置呼吸曲线的振幅值。将胸腹膜体放

置于 QUASARTM 平台上，膜体可以随平台共同运动。因为膜体内部没有任何运动，因此，通过膜

体运动来模拟膜体内部器官的运动。本研究中为了减少其他不相干的干扰因素，只设定膜体在单一

方向运动，即病人观的头脚方向。使用自制的 Clarity 超声探头支架，将探头置于膜体上腹部位

置，首先获取一套完整超声定位容积图像，并在工作站上完成靶区或危及器官的勾画。获取第二套

超声容积图像，在其中找到在第一套图像上勾画的器官，并标示出来；设定参考坐标系，最后设置

追踪相关的参数，包括扫描角度，噪声比等；为了可以追踪到运动的器官，需要尽量在获取优质图

像的同时，应用较高的采集频率。本次研究中，通过减少扫描角度，扫描频率保持在为

7.5~9.97Hz。完成所有设置后，先开始运行 QUASARTM 运动平台，带动膜体运动，然后开始

Clarity®的追踪。我们通过计算均方根误差 RMSE 来分析 Clarity®系统追踪感兴趣器官运动的位置

和实际膜体位移间的差异。 

结果  11 例追踪结果的平均 RMSE 为 0.57±0.34，最大为值为 1.3，最小为 0.2，所有病例追踪曲

线与实际呼吸曲线很好的匹配，Clarity®系统追踪感兴趣器官运动的数值都小于膜体实际运动的位

移。Clarity®系统的实时追踪性能较好。 

结论  使用 Clarity 可以完成对腹部肿瘤或感兴趣器官运动的追踪。但是若器官运动幅度过大，该系

统会产生一定的误差，追踪到器官的运动距离要小于其实际运动距离，可以应用于治疗前确定肿瘤

的运动范围。另外其较好的实时追踪性能，也可以应用在治疗中监测肿瘤或其他器官的运动。 

 
 
PB-043 

18F-FDG PET/CT 的参数判断局部进展期宫颈癌放疗的预后价值 

 
王敦煌 张福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利用 18
F-氟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18

F-FDG PET/CT）的参数，分析局部进

展期宫颈癌放疗前 PET 显像中肿瘤参数与总生存率（OS）、无病生存率（DFS）、局部控制率

（LCR）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2010-2 至 2015-12 的 125 例治疗前行 18
F-FDG FET/CT 显像的局部进展期宫

颈癌患者。PET 参数，肿瘤标准摄取值（SUV）、肿瘤代谢体积（MTV）、病灶糖酵解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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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G），由 PET 中心测量，TLG 为 MTV 乘以 SUVmean。所有患者行根治性放化疗。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法和 Cox 回归模型分析预后因素和 PET 参数的预后价值。 

结果  中位随访 29 个月。单因素分析显示，FIGO IIIA-IVA 期、非鳞癌、腹主动脉旁淋巴结

（PALN）阳性、同步化疗次数＜4 次、MTV≥18.88cm
3是 OS 不良预后因素, PALN 阳性、

MTV≥18.88cm
3、TLG≥114.079 是 DFS 不良预后因素，PALN 阳性是 LCR 不良预后因素。FIGO 

IB2、IIA2、IIB 组和 IIIA-IVA 组的 2 年、5 年 OS 分别为 93%、90%和 79%、72%（P=0.044）。

鳞癌和非鳞癌的 2 年、5 年 OS 分别为 92%、90%和 66%、44%（P=0.007）。PALN 阴性和阳性

的 2 年、3 年 OS 分别为 93%、90%和 54%、54%（P=0.002），DFS 分别为 86%、84%和

47%、31%（P＜0.001）。同步化疗次数＜4 次和≥4 次的 2 年、5 年 OS 分别为 76%、69%和

94%、91%（P=0.005）。MTV＜18.88cm
3和≥18.88cm

3的 2 年、5 年 OS 分别为 96%、94%和

84%、77%（P=0.022），DFS 分别为 92%、81%和 72%、72%（P=0.02）。TLG＜114.079 和

≥114.079 的 2 年、5 年 DFS 分别为 93%、90%和 73%、66%（P=0.002）。多因素分析显示，

PALN 阳性是 OS 独立不良预后因素（P=0.026）。PALN 阳性（P＜0.001）和 TLG≥114.079

（P=0.007）是 DFS 独立不良预后因素。 

结论 PALN 阳性是影响局部进展期宫颈癌患者 OS 和 DFS 的独立因素。TLG 是患者 DFS 的独立影

响因素。放疗前肿瘤 TLG 参数对预测局部进展期宫颈癌预后有临床价值，有望提高患者无病生存

率。 

 
 
PB-044 

18F-ALF-NOTA-PRGD2 PET/CT 对非小细胞肺癌淋巴结转移诊断价

值研究 

 
周跃

1,2
 高嵩

3
 黄勇

1
 刘宁

1
 董印军

1
 郑劲松

1
 张百江

1
 赵书强

1
 卢红

1
 于金明

1
 袁双虎

1
 

1.济南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2.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 

3.济宁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  探讨 18F-ALF-NOTA-PRGD2（18F-alfatide） PET/CT 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纵隔淋

巴结转移中的诊断价值。 

方法  本实验入组了 13 例 NSCLC 患者，所有患者手术前均行 18F-alfatide PET/CT。以手术病理

为金标准。所有术中清扫的淋巴结摄取均用视觉评价、淋巴结最大/平均标准摄取值

(SUVmax/SUVmean)及标准摄取值比值（SUVratios）表示。 

结果  13 名患者共清扫 196 个淋巴结，其中 20 个经病理结果证实为转移灶。18F-alfatide PET/CT

显像中，所有恶性淋巴结均成功显像，视觉评价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PPV）、阴性预测

值（NPV）及准确度分别为 100%，94.9%，69%，100%和 95.4%。NSCLC 中恶性淋巴结的

SUVmax、SUVmean 和 SUVratios 明显高于良性淋巴结（P＜0.001）。其中在腺癌和鳞癌患者中

观察到相同的结果（P<0.001）。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SUVmax 诊断价值较

SUVmean 和 SUVratios 高，其中 SUVmax（AUC = 0.95）界值为 1.4，敏感度、特异度、PPV、

NPV 和准确度分别为 90%、96%、72%、98.8%和 95.4%。18F-alfatide PET/CT 显像具有高灵敏

度（83.9% - 100%），高特异性（78.6% - 96.7%）和高准确性（81.7% - 96.9%）。 

结论  18F-alfatide PET/CT 显像依据纵膈淋巴结的视觉评价及 SUVmax 值能够鉴别诊断非小细胞

肺癌纵膈淋巴结转移，有利于做出正确的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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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045 

结合肺灌注影像参数的等效均匀剂量模型与放射性肺炎的 相关

性研究 

 
戴立言

1
 顾恒乐

2
 黄秋

3
 叶明

1
 韩源

4
 白永瑞

1
 马秀梅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放疗科，上海 200127 

2.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放疗科，上海 200030 

3.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上海 200030 

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核医学科，上海 200127 

 

目的：探讨结合了肺功能影像参数的等效均匀剂量在预测放射性肺炎方面的价值。 

方法：将 15 例肺癌放疗患者肺灌注影像与定位 CT 影像形变融合，以肺灌注最高计数为归一点, 将

肺依功能状态分为四级区域，取每个区域中的平均计数与最高计数的比值作为肺灌注系数代入等效

均匀剂量模型（EUD）中，获得肺部的功能等效均匀剂量（fEUD）。 比较单肺及双肺的 fEUD 与

不含肺功能指数的等效均匀剂量（ gEUD）、V5、V20 在预测放射性肺炎方面的统计学差异，并进

一步分析上述参数的统计学分布特征及彼此之间的相关性。放射性肺炎的判断标准采用

CTCAEV4.03 版肺部症状 3 级以上，定 p 值<0.05 为统计学差异判断标准。 

结果：本研究中患者单、双侧肺的 fEUD、gEUD 值及双侧肺的 V20、V5 都符合正态分布。将患者

以有无放射性肺炎分组，对高剂量侧肺的 fEUD、gEUD、双侧肺的 fEUD、gEUD、V5、V20 作独

立样本 t 检验。高剂量侧肺的 fEUD 值在两组间显示出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07），未发生肺

炎组明显低于放射性肺炎组，其 fEUD 均值差 3.84Gy±1.19Gy，而其他指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5)。对高剂量侧肺的 fEUD 作 ROC 检验，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2。当 fEUD 值的阈值取

21.025Gy 时，约登指数(Youden‘sindex)最大，为 0.5，该阈值下 fEUD 预测 3 级以上放射性肺炎

的灵敏度为 60%，特异性为 90%。将单侧肺的 fEUD 值与 gEUD 值，双侧肺的 fEUD 值与

gEUD、V20、V5 分别做配对样本 t 检验，以进一步探究 fEUD 的统计分布形态。单侧肺的 fEUD

与 gEUD 值以及双肺的 fEUD 与 V20 显示无统计学差异，双肺的 fEUD 值与 gEUD 值、V5 统计分

布上有显著差异。单侧肺的 fEUD 值与 gEUD 值呈显著线性关系（t=0.815,p=0.000），而其余各

对线性相关度较弱（p>0.05）。 

结论： 

   单侧肺 fEUD 较传统剂量-体积指标更好地体现了肺功能不同区域间的放射生物学差异，可以作为

放射性肺炎预测指标，建议阈值为 21Gy。引入肺灌注指数的单侧肺等效均匀剂量模型（fEUD）搭

建了功能性影像与放疗计划评估间的桥梁，在预测放射性肺炎方面较体积-剂量指标有着更高的灵

敏度、特异性，可作为一个新的剂量评价指标去探究放射线对肺组织的影响。 

 
 
PB-046 

18F-FDG PET/CT 在判断恶性肿瘤出现腹腔内、腹股沟小淋巴结

的转移诊断价值及对确定放疗靶区范围的价值 

 
张利娟 蔡宏懿 罗占林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30 

 

目的  探讨 18F-FDG 氟脱氧葡萄糖（18F-flourodeoxyglucose，18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术

（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简称 PET）/计算机体层摄影术（Computed 

Tomography，CT）对于腹腔内肿瘤出现腹腔内、腹股沟小淋巴结的转移诊断价值及对确定放疗靶

区范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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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 例直肠癌、子宫内膜癌及宫颈癌患者的 18F-FDG PET/CT 的检查结果及其它

相关临床资料。17 例患者原发病灶均有病理确诊，8 例有手术史，3 例有放疗史，6 例拟行根治性

放疗；均行腹腔 MRI 或 CT，可见腹腔内或腹股沟最大径 1cm 左右的小淋巴结。 

结果  17 例患者中，经 18F-FDG PET/CT 诊断 6 例有淋巴结转移，其中 1 例经手术摘取淋巴结病

检证实；其它 5 例无法取病检，放疗时以转移淋巴结对待，全部包在放疗靶区内；另 11 例非正常

放疗区域的淋巴结未做放疗；全部病例随访均在半年以上，均行 MRI 或 CT 检查，其中 3 例用

18F-FDG PET/CT 复查，报淋巴结转移的 6 例患者，淋巴结经放疗后缩小 1 例，消失 4 例，无变

化 1 例；未做放疗的 11 例患者中，无变化 8 例，缩小 2 例，增大 1 例，增大 1 例经 18F-FDG 

PET/CT 复查报转移。因此 18F-FDG PET/CT 对腹腔内或腹股沟最大径 1cm 左右的小淋巴结的敏

感度为 71%、准确度 83%、特异性 100%。 

结论  18F-FDG PET/CT 对于恶性肿瘤出现腹腔内及腹股沟最大径 1cm 左右的小淋巴结诊断是否转

移有一定的敏感度和准确度，对于放疗是否包括这些淋巴结引流区有指导价值，可协助确定放疗靶

区的范围。 

 
 
PB-047 

不同临床扫描条件下 CBCT 图像剂量计算准确性的分析研究 

 
巩汉顺 徐寿平 徐伟 杨涛 丛小虎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评价分析研究不同扫描条件下 CBCT 图像剂量计算准确性。 

方法 利用 Catphan504 模体分别在均匀性组织模块(CTP486)与非均匀些组织模块（CTP404）上

勾画靶区（PTVkVCT-CTP486; PTVkVCT-CTP404）及危及器官（OrgankVCT-CTP486; OrgankVCT-CTP404），并

分别设计其扇形束 CT 计划（PlankVCT-CTP486; PlankVCT-CTP486），靶区处方剂量：40Gy/20F，采用

Varian Clinac iX 加速器配备的 OBI 系统对模体在不同进行扫描（SDH、HQH、Pelvis），得到相

应扫描条件下图像序列，通过与扇形束 CT 图像进行配准，把扇形束 CT 图像序列上的靶区及危及

器官移植到不同扫描条件下的 CBCT 图像序列上以生成相应组织结构；同时把计划参数移植到不同

扫描条件下的 CBCT 图像序列上生成相应计划，采用不同临床扫描条件下 CBCT 图像自身 HU-ED

曲线直接进行剂量计算并与其扇形束 CT 计划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CBCT 图像序列靶区体积均小于扇形束 CT，（CTP486 模块 M：-1.14%；CTP404 模块 M：

-3.63%）。对于 PTV 平均剂量，与扇形束 CT 计划相比， DmeanSDH：0.56%；DmeanHQH：

0.63%；DmeanPelvis：0.59%。HI 而言，对于 CTP486 和 CTP404 模块 HISDH、HIHQH及 HIPelvis均

与其相应扇形束 CT 计划无差别（M：0）。适形指数（CI）而言，与扇形束 CT 计划相比 CIPelvis值

偏差最小，为-1.67%，CISDH值偏差最大，为-3.30%；CTP486 模块 CBCT 计划的 CI 比 CTP404

更接近于扇形束 CT 计划（CICTP486：-1.08%；CICTP404：-4.07%）。对于 Organ 最大剂量，两模

块在不同临床扫描条件下 CBCT 计划与扇形束 CT 计划偏差绝对值的均值，DmaxHQH最大，为

0.86%；DmaxPelvis最小，为 0.51%，而对于 Organ 平均剂量，DmeanHQH最大，为 0.41%；

DmeanSDH最小, 为 0.19%。 

结论 不同临床扫描条件下 CBCT 图像采用相对应的 HU-ED 曲线进行剂量计算，与扇形束 CT 计划

相比能够满足剂量限制要求，为 CBCT 图像直接用于自适应放疗的剂量计算奠定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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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048 

局部晚期宫颈癌 PET/CT SUV 最大值联合血清 CRP 与局部肿瘤最

大消退率放疗剂量节点的关系 

 
范子煊 

四川省肿瘤医院.研究所 610041 

 

目的 统计分析根治性局部晚期宫颈癌局部肿瘤 PET/CT SUVmax 值、血清 CRP 水平、不同时间节

点局部肿瘤体积缩小速度以及相应放射剂量点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材料方法 2010.08-2013.06 根治性局部晚期宫颈鳞癌（Ⅰb2-Ⅲb,2009 FIGO）43 例，Ⅰb2 4 例；

Ⅱa 7 例；Ⅱb 19 例；Ⅲa 5 例；Ⅲb8 例。最小 19 岁，最大 74 岁，中位年龄 54.6 岁。全组病例

入院均先完善 PET/CT 检查及相关内科检查。行肠道处理及膀胱充盈控制后行带模定位 CT/MRI，

按宫颈病灶（GTV-00-cc）、宫体(CTV1)、阴道(CTV2)、宫旁(CTV3)、盆壁及腹主动脉旁引流区

(CTVln)、肿大淋巴结(GTVln)等不同解剖结构勾画宫颈癌 IMRT 外照射靶区。淋巴结肿大 2.3Gy/F

以外，其他靶区均为 1.8Gy/F，EBRT 均为 25 次。IMRT 治疗过程中第 10 次（18Gy），15 次

(27Gy)，20 次(36Gy)和 25 次(45Gy)时，分别扫描评价 CT/MRI，在每次评价 CT/MRI 勾画宫颈局

部病灶肿瘤体积(分别用 GTV-01-cc、GTV-02-cc、GTV-03-cc、GTV-04-cc 表示)，局部肿瘤缩小

速度用肿瘤体积缩小比率表示（V1= GTV-00－GTV-01；V2= GTV-00－GTV-02; V3= GTV-00－

GTV-03；V4= GTV-00－GTV-04）；统计该 43 例患者治疗前 PET/CT 局部宫颈病灶最大 SUV 值

和血清 CRP 水平（mg/L）。采用 SPSS17.0 行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三组数据是否具有相关性。 

结果 统计结果显示 SUVmaxd 与不同剂量节点消退率相关性分析 p＜0.001,R=0.75；血清 CRP 水平

与不同剂量节点消退率相关性分析 p＜0.025,R=0.54；SUVmaxd与血清 CRP 水平相关分析 p＜

0.30,R=0.43。血清 CRP 低于 25.5mg/L 与 EBRT (10-15 次，18-27Gy)时间剂量节点相关分析 p＜

0.01,R=0.72；SUVmaxd＜7.5 与 EBRT (10-15 次，18-27Gy)时间剂量节点相关分析 p＜

0.001,R=0.81。 

结论 当 SUVmax＜7.5 及血清 CRP＜25.5mg/L 时 (EBRT 10-15 次，18-27Gy)时，肿瘤轮廓变化

最大，建议在此剂量点行 ART。 

 
 
PB-049 

彩超在头颈部肿瘤放疗后甲状腺功能检测中的应用价值 

 
王鑫

1
 胡琦

2
 刘斌

3
 邹俊

4
 王春雷

5
 杨德飞

1
 于柏清

1
 尤奎雨

1
 汪艾曼

4
 王武龙

1
 

1.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包头市肿瘤医院 

3.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4.包头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5.包头市第四医院 

 

目的 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头颈部肿瘤放疗后甲状腺功能的应用价值。方法 采用彩色多普勒超

声对 30 例头颈部肿瘤放疗前和放疗结束 1 年时进行甲状腺检查，比较放疗前后甲状腺结构和功能

的改变。主要检测指标:甲状腺腺叶的左右径、前后径及体积和甲状腺上动脉收缩期最高流速

(Vmax)。结果 超声检查提示患者放疗前后甲状腺腺叶的左右径、前后径及体积和甲状腺上动脉收

缩期最高流速(Vmax)变化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操作简便、方法实

用，对头颈部肿瘤放疗后甲状腺损伤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值得推广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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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050 

Eclipse 治疗计划系统影像配准方法配准效果的对比 

 
常晓斌 

陕西省肿瘤医院 710061 

 

目的  研究 CT 与 MRI 影像体表标记点法图像配准和交互式自动配准法图像配准的临床应用，探讨

配准的评价方法，对比两种配准方法的配准效果。   

方法  选取需进行放射治疗的头颈部患者和胸部肿瘤患者病例各 11 例。两组患者均采用相同放疗体

位和面罩固定方法，同时对患者进行 CT 和 MRI 定位扫描。采集 CT 和 MRI 时图像均采用同一套

体表标记点。将获得的两套影像通过 Dicom 网络导入 Eclipse11.0 放射治疗计划系统。对同一病例

的 CT 和 MRI 图像分别采用体表点标记法、交互式自动配准法进行图像配准。使用 MRI 图像的灰

度值与 CT 图像的（HU）值归一离轴曲线（Profile）和感兴趣区域体积中心位置偏差来评估配准效

果。   

结果  对于头颈部位的病例，使用体表标记点法配准，感兴趣区体积中心位置偏差范围为

（0.19±0.05）mm，CT 值与 MRI 灰度值离轴曲线匹配良好。交互式自动配准方法感兴趣区体积中

心位置偏差范围为（0.20±0.04）mm，CT 值与 MRI 灰度值离轴曲线离轴曲线匹配良好。对于胸部

组病例，使用体表标记点法配准偏差范围（0.34±0.08）mm ，离轴曲线匹配较差。交互式自动配

准感兴趣区体积中心位置偏差范围为（0.23±0.06）mm ，离轴曲线匹配良好。 

结论  对于头颈肿瘤组病例，两种方法均能得到较好的配准结果。交互式自动法在胸部肿瘤组更具

优势，因为软件自动配准、人为因素影响较小，能更好的消除因体位变动带来的偏差，更适合放疗

计划配准应用。 

 
 
PB-051 

FDG、FLT PET/CT 显像在脑肿瘤鉴别的临床应用 

 
乐雨银

1
 Huangleijuan

2
 Liudaojia

1
 Hejunyan

1
 Shaolingdong

1
 Lijinluan

1
 Wujunxin

1
 

1.福建省肿瘤医院 

2.漳州市医院 

 

目的  比较 18F-FDG、18F-FLTPET/CT 在脑部肿瘤不同摄取值，为脑部肿瘤的临床诊断提供另外

一种思路。 

方法  回顾分析 2012 年 4 月至 2014 年 2 月间在福建省肿瘤医院就诊的 24 例脑肿瘤患者（脑胶质

瘤、脑转移瘤或可疑放射性脑损伤患者），分别行头部 18F-FDG PET/CT、18F-FLT PET/CT 和

MRI 检查,分别测出 2 种示踪剂病灶区、病灶对侧正常脑组织、脑灰质、脑白质的 SUVmax 值，并

分别计算出病变比对侧正常组织（L/N）、病变比灰质（L/G）、病变比白质(L/W)比值。对临床资

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随访确立复发或残留、治疗后损伤的诊断。 

结果  低度恶性肿瘤（低级别胶质瘤）、高度恶性肿瘤（高级别脑胶质瘤、转移瘤）、可疑放射性

脑损伤三组间 FLT 的 SUVmax、L/W 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LT L/N、L/G 及 FDG 的

SUVmax、L/N、L/G、L/W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非肿瘤性病变与高度恶性肿瘤间 FLT

的 SUVmax、L/G、L/W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L/N 无统计学差异(P=0.07)， 

FDG 的 SUVmax、L/N、L/G、L/W 均无统计学差异(P 均>0.05)；非肿瘤性病变与低度恶性肿瘤间

2 种显像剂的 SUVmax、L/N、L/G、L/W 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均>0.05)。此外,两种显像剂的

SUVmax、L/N、L/G、L/W 均不能有效鉴别高度恶性肿瘤中的高级别胶质瘤和转移瘤之间差别(P

均>0.05)。 

结论  FLT、FDG PET/CT 显像在脑肿瘤治疗后复发与坏死之间分布具有差异，在 MRI 对脑部肿瘤

放疗后复发及放射坏死的鉴别有争议时,可考虑补充 FLT、FDG PET/CT 显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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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052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在早期预测宫颈癌放疗敏感性的价值 

 
刘秀兰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  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技术早期预测宫颈癌放疗敏感性的应用价值。 

方法  2013-06 至 2015-09 我院病理确诊初治宫颈癌患者 31 例，给予同步放化疗，放疗外照射采用

调强放疗(IMRT)，95% 计划靶区（PTV）剂量 45Gy/1.8Gy/25F，联合内照射，A 点剂量

30Gy/6Gy/5F， 同步化疗方案为单药顺铂 40mg/m2/周,静脉滴注。治疗前、放疗 19.8Gy、以及治

疗结束时分别行 DWI 扫描，测量原发灶 ADC 值；治疗前及治疗结束时分别测量肿瘤原发灶体积。

分析其差异性以及与肿瘤退缩率的相关性。 

结果  治疗前、放疗 19.8Gy、以及治疗结束时 ADC 值分别是（0.89±0.16）ⅹ10-3、

（1.21±0.15）ⅹ10-3、（1.61±0.13）ⅹ10-3 mm2/s，两两之间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P 值

<0.01）；治疗前与放疗 19.8Gy 时的 ADC 值差值（R 值）为（0.32±0.15）ⅹ10-3 mm2/s。治疗

前、治疗结束时肿瘤退缩率为（0.82±0.17）。R 值与肿瘤退缩率具有正相关（r=0.43，

P=0.03）。 

结论  治疗后宫颈癌原发灶 ADC 值持续升高；治疗早期 ADC 值变化可作为早期预测宫颈癌放射敏

感性的一项功能影像学指标。 

 
 
PB-053 

NBCA-碘油混合物标记在精准放疗中应用的可行性研究 

 
王琳琳 丁行晨 孟雪 孙新东 于金明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放疗靶区的精准勾画决定了放疗的疗效和安全性，图像引导的基础上联合肿瘤影像标记，有

利于提高放疗的精准度。本研究旨在探讨 N-butyl 2 cyanoacrylate （NBCA）与碘油混合物作为一

种新型标记的可行性及安全性。 

方法  将 60 只裸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n=10）、碘油组（n=10）、NBCA 组（n=10）及 NBCA

与碘油混合组（1：1 混合，n= 10；1：2 混合，n= 10；1：3 混合，n= 10）。分别于 0、1、2、

3、4、5、6 周采集 CT 图像，评估各组影像标记物大小的变化，同时观察各组裸鼠体重、进食量

等一般状态的情况。 

结果  NBCA 组标记在 CT 扫描 1h 后未再显影；碘油组及 NBCA-碘油 1:3 混合组于第 1 周发生标

记扩散，NBCA-碘油 1:2 混合组标记于第 2 周发生扩散；而 NBCA-碘油 1:1 混合组标记在 6 周时

间内均保持较一致的形态、体积和 CT 值（p 值均＞0.05）。各组间裸鼠体重、精神状态及进食量

均无显著差别。NBCA-碘油 1:2 混合组出现 1 例注射局部皮肤破溃，余未见不良反应。 

结论  NBCA-碘油混合物 1:1 配比为最佳比例，在 6 周时间内可保持较高稳定性，不良反应发生率

低，值得进一步研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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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054 

多模态分子影像在肿瘤中的应用 

 
李德智 

四川省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多模态分子影像技术融合多种影像学检测手段的优势，为肿瘤诊断提供了更加全面而精确的信

息，实现在细胞及分子水平对肿瘤进行及时的个性化诊断、动态定量监测等。本文介绍了多模态分

子影像技术的基本概念、实现方式及近年来多模态分子影像技术在肿瘤中的应用进展，并展望了多

模态分子影像技术在肿瘤应用中的发展趋势。 

 
 
PB-055 

灌注 CT 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预测及不同药代动力学模型量

化分析研究 

 
施利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10016 

 

目的  探讨 CT 灌注成像参数对局部晚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的预测价值；比较三种不同药代

动力学模型及不同扫描时间序列，探索合理扫描时间及计算模型。 

方法  1、病人资料：2015.3-2015.10 月我院共 18 例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进行了螺旋 CT 灌注成像

研究，平均 61.9 岁，均接受术前新辅助放化疗和直肠癌根治术。2、扫描方式：放疗前 3 天内完成

灌注 CT 扫描，扫描范围以肿瘤为中心 7 cm，层厚为 3 mm。造影剂注射速率 5-6 ml/s，使用 50 

ml，延迟 4-10S 灌注扫描（8 例扫描序列为 40x1s+15x3s+4x6s，其余 10 例为 30x1s+5x3s）。

3、病理评估：参照 2016 年直肠癌 NCCN 指南评价病理缓解程度，定义病理缓解良好组（TRG 0-

1）和病理缓解不良组（TRG 2-3）。4、参数分析：所有肿瘤病灶勾画测量灌注参数（Syngo-CT 

2011A，西门子）：血流量（BF）、血容量（BV）、平均通过时间（MTT）、通透性（PMB）、

最大密度投影（MIP）。对 8 例扫描时间为 110s 的灌注 CT 图像分别分解为 45s，65s，80s 和

105s，使用 3 种模型（去卷积法、Patlak 模型和改良 Toft‘s 模型）分别计算，获得对应时间点的灌

注参数 BF、BV、MTT、PS、Ktrans 和 Kep，进行 Wilcoxon 检验和 Bland-Altman plots 统计分

析。 

结果  1、三种药代动力学模型所计算的各组灌注参数存在一定相关性 (r=0.56-0.72)，但 Wilcoxon

检验结果显示有显著差异 (p<0.001)。其中，Patlak 模型计算的表面通透性参数（PS）在扫描时间

为 45s 和 85s 或 105s 有显著性差别(p<0.05)，但去卷积法计算结果无显著性差异。2、病理缓解良

好组中，BV(p=0.02)和 MTT(p=0.02)明显较高，通透性（PMB）(p=0.004)明显较低，存在显著性

差异，BF(p=0.08)有增高倾向，但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1、使用不同药代动力学模型计算的灌注参数不能直接替换；45s 灌注扫描使用去卷积法计算

所得灌注参数仍可靠，但使用 Patlak 模型计算表面通透性参数时显得不够充分需更长扫描时间。

2、灌注 CT 可成为早期预测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敏感性的潜在手段，其可靠性、重复性需要更大

样本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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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056 

宫颈癌放化疗过程中 MRI 骨髓脂肪定量成像与骨髓抑制的关系 

 
穆允凤 魏丽春 石梅 齐顺 李晶灵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放化疗可抑制骨髓造血功能，导致骨髓脂肪比例增加。 磁共振 Ideal IQ 序列可以精确的定量

骨髓脂肪的含量。本项研究拟通过 Ideal IQ 序列观察宫颈癌患者放疗前及放疗过程中盆骨不同部位

脂肪含量的变化，及与骨髓抑制发生的关系，并为调强放疗骨髓功能保护提供初步依据。 

方法  纳入 6 例确诊宫颈鳞癌（FIGO IIB-IIIB）并接受根治性放化疗的患者。增强 CT 定位，盆腔照

射剂量为 50Gy/25 次，每周 5 次。化疗方案为顺铂单药 40mg/m2/周。治疗前及放化疗过程中每周

接受 MRIIdeal IQ 序列扫描，以皮下脂肪组织作为参考值数据，分别测量放疗前 L4 椎体、S1 椎

体、髋关节、髂前上棘脂肪分数，并观察放化疗中每周的血常规及盆腔脂肪分数的变化。 

结果  放化疗开始 1 周后，每个采集部位的脂肪分数（fat fraction， FF 值）均呈现上升趋势，放疗

前及放疗开始后不同部位每周的 FF 值均值分别为：L4 椎体：35%、40.4%、49.6%、63.5%、

74%、78.2%；S1 椎体：36.2%、45.3%、53.2%、65.8%、72.9%、77.4%；髋关节：84.8%、

88.6%、92.3%、90.2%、91.6%；髂前上棘：49.6%、56.7%、68.1%、78.4%、79.2%、

81.9%。其中在放疗第 2-3 周数值上升的变化率最明显。按部位变化率敏感性依次为：L4 椎体

17.7%，S1 椎体 16.6%、髋关节 3.02%、髂前上棘 10.8%。放疗前 FF 值最大的部位是髋关节

（均值 84.8%），放疗过程中该部位 FF 值变化率最小。不同部位的 FF 值至放疗第 5 周均升至皮

下脂肪水平（80%左右）。其中 2 人放疗前各部位 FF 值均>60%，放化疗第 1 周后即出现 III 度骨

髓抑制，对症处理后血象恢复不佳，后续未再继续化疗。 

结论  磁共振 Ideal IQ 成像显示放化疗过程中骨髓脂肪含量的变化，与骨髓抑制密切相关。该项研

究发现放疗前脂肪分数值>60%的患者，放化疗期间更容易出现严重骨髓抑制。椎体是骨髓造血活

跃的区域，是未来 IMRT 技术重点保护的区域。 

 
 
PB-057 

MRI Guidance for Precision Radiotherapy – The UCLA 

Experience 
 

Cao Minsong 
 

Steady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oward clinical implementation of MRI guided radiotherapy for 
precision cancer treatment in recent years.  An overview of current clinical available MRI guided 
radiotherapy systems will be provided in this presentation.   The practical key aspects for MR 
guidance will be reviewed based on the UCLA institutional experience including (a) 
commissioning and quality control of MR guided radiotherapy system, (b) MRI driven treatment 
planning strategies, (c) online adaptive treatment planning and delivery as well as (d) motion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time MRI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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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001 

进展期胃癌 D2 术后调强放疗联合同期化疗的临床研究 

 
吴书庆 

丹阳市人民医院 212300 

 

目的  比较进展期胃癌 D2 根治术后调强放疗联合同期化疗与单纯化疗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将 50 例胃癌根治术后病理诊断为 T3/T4 或 N2-3（Ⅱ~Ⅲ）期的患者随机分为 2 组,观察组 25

例术后给予三维适形调强放疗联合 SOX 方案化疗,对照组 25 例仅给予 SOX 方案化疗。化疗方案为

奥沙利铂 130 mg/㎡静滴第 1 天,替吉奥胶囊 40 mg/m22 次/d 口服第 1—14 天,3 周为 1 个周期,共 6

个周期。R0 术后总放疗剂量 45Gy/25 次。  

结果 50 例患者均完成治疗。观察组 1,2,3 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 92%,82%和 55%,中位生存时

间 33.1 个月；对照组分别为 82%,63%和 45%,中位生存时间 27.6 个月。2 组总体生存曲线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1,2,3 年无疾病进展生存率分别是 74%,63%和 29%,中位无进展

生存时间 26.6 个月；对照组分别是 55%,34%和 5%,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 19.3 个月。2 组无进展生

存曲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 组Ⅲ~Ⅳ度骨髓抑制和消化道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结论 局部进展期胃癌根治术后同步放化疗可提高近期疗效,延长患者的疾病无进展生存时间,可能提

高总生存率及延长生存期；不良反应患者可以耐受,值得推广应用。 

 
 
PC-002 

38 例髓外浆细胞瘤临床分析 

 
郭守娟

1
 王宪莉

1
 崔军建

1
 吴正阳

2
 李红飞

2
 李国文

2
 

1.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髓外浆细胞瘤（EMP）的临床特点，并对其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 

方法  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 38 例 EMP 患者临床资料，并对其进行随访，应用

Kaplan-Meier 法对其临床特点、治疗及预后因素作一回顾性分析。 

结果  中位随访 12 个月（0-55 个月），20 例临床治愈，7 例部分缓解，4 例失访，1 例复发，5 例

死亡，1 例进展为多发性骨髓瘤（MM）2 月后死亡。38 例 EMP 患者年龄 5-87 岁，中位年龄 59.5

岁，平均年龄（58.1±2.4）岁，男女比 1.1:1。38 例 EMP 患者组与同期收治的 168 例 MM 患者

组，Log-rank 检验 χ2=1.245，P=0.265，两条生存曲线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EMP 组与 MM 组近期生存率无差别；EMP 好发于中老年男性，部分可转化为 MM。 

 
 
PC-003 

治疗前血清淀粉样蛋白 A 是鼻咽癌患者的独立预后不良指标 

 
唐情男

1
 陈秋燕

1
 唐林泉

1
 陈文慧

2
 郭姗姗

1
 刘丽婷

1
 李超峰

1
 李阳

1
 郭灵

1
 莫浩元

1
 孙蕊

1
 罗东华

1
 赵充

1
 曹卡加

1
 

钱朝南
1
 郭翔

1
 范育英

1
 麦海强

1
 

1.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2.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治疗前血清淀粉样蛋白 A（SAA）对鼻咽癌患者的预后价值，为临床个体化治疗提供参

考。 

方法  选择 2007 年 4 月至 2012 年 11 月期间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治疗的 419 位初治无远处转

移的鼻咽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前瞻性地评价了治疗前血浆 SAA 浓度单独或联合 C-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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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浓度对鼻咽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FS）、总生存（OS）、无远处转移生存（DMFS）

和无局部复发生存（LRFS）的影响。 

结果 419 位鼻咽癌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 45.7 个月(范围 1.2–97.1 个月)，治疗前血浆 SAA 和

CRP 的中位浓度分别为 4.28 mg/L 和 1.88 mg/L，据此分出高-SAA 组与低-SAA 组及高-CRP 组与

低-CRP 组。其中，高-SAA 组和低-SAA 组患者的 5 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64.5%和 73.1% 

(P=0.013)；高-SAA 组和低-SAA 组患者的 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79.5%和 91.0% (P=0.025)。分层

分析显示，在 TNM 分期为 III 期、T 分期为 T3-4 期及淋巴结阳性的鼻咽癌患者中，高-SAA 组比低-

SAA 组患者拥有更差的 5 年无进展生存率和总生存率(P<0.05)。SAA 联合 CRP 进行生存分析提

示，SAA 及 CRP 均为低水平组患者较两者任意一个为高水平组患者拥有更好的 PFS、OS 和

DMFS(P 值分别为 0.004、0.037 和 0.016)。SAA 联合 CRP 可以更好地预测鼻咽癌患者的预后。

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治疗前 SAA 是一个独立的预后不良因素(HR=1.541，95%置信区间 1.064-

2.231；P=0.022)。 

结论： 治疗前血浆 SAA 单独或联合 CRP 与鼻咽癌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 

 
 
PC-004 

一项比较 TPF 与 PF 方案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

鼻咽癌的疗效及毒副反应研究的中期分析 

 
金厅

1,2
 秦卫峰

1,2
 姜锋

1,2
 金祁锋

1,2
 魏启春

3
 唐修文

4
 贾勇士

5
 孙晓楠

6
 李文峰

7
 冯星来

1,2
 陈晓钟

1,2
 

1.浙江省放射肿瘤学重点实验室 

2.浙江省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 

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肿瘤放疗科 

4.浙江大学基础医学系 

5.浙江省人民医院放疗科 

6.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放疗科 

7.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疗科 

 

目的 比较多西他赛＋顺铂＋氟尿嘧啶（TPF 方案）或顺铂＋氟尿嘧啶（PF 方案）诱导化疗３周期

后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的疗效和毒副反应。 

方法 将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随机分为两组：Ａ组 138 例接受 TPF 方案诱导化疗（多西他赛 75mg

／m２ d１ ＋顺铂 75mg／m２ d1＋氟尿嘧啶 600mg／m２ civ ｄ1～ｄ4），每 3 周重复；Ｂ组

138 例接受 PF 方案诱导化疗（顺铂 100mg／m２ ｄ１ ＋氟尿嘧啶 800mg／ｍ２ civ d1～d5）。

诱导化疗结束３周后行适形调强放射治疗，2.2-2.3Ｇy／次，５次／周，共 6.0-6.5 周，Ｄt 69-70.4

Ｇy，并联合同步化疗（顺铂 80mg／m２，d1，每３周重复）。评价两组患者的疗效及毒副反

应，并随访生存情况。 

结果 Ａ组 3 年无进展生存率为 84.5%，Ｂ组 3 年无进展生存率为 77.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0.380）。Ａ组中有更多的患者出现了 3-4 度的中性粒细胞减少以及腹泻等，导致更高比例的患者

出现了治疗延迟以及化疗剂量调整。 

结论 与 TPF 方案相比，PF 方案患者的耐受性更好。PF 方案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方案治疗局

部晚期鼻咽癌与 TPF 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疗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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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005 

射波刀治疗原发性肝癌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开放、单臂、多中心、

Ⅱ期临床研究（ASTRO 发言） 

 
宋勇春

1
 刘晓洁

1
 袁智勇

1
 梁平

2
 张火俊

3
 苏庭世

2
 王平

1
 

1.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2.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3.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目的  评价采用射波刀（CyberKnife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治疗局限期原发性肝癌

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由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和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共同

协作，进行此项Ⅱ期临床研究。根据入组标准和排除标准，共纳入局限期原发性肝癌患者 86 例，

接受 45Gy/3f 或 50Gy/5f 的射波刀治疗。评价患者的局部控制率（Local control ，LC），总生存率

（OverallSurvival，OS），无疾病进展生存率（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和治疗相关毒

副作用。 

结果  入组患者 86 例，失访 6 例，纳入研究的 80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69 例（86.2%），女性患者

11 例(13.7%)，中位 GTV 体积为 22.9ml，均按照计划完成射波刀治疗，治疗的耐受性良好。中位

随访期 12 个月。局部控制率为 89.5%，其中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 CR）患者 11 例

（13.6%），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患者 25 例（31.3%），病灶稳定

（Stable Disease，SD）患者 37 例（46.3%），病灶进展（Progression Disease，PD）患者 7 例

（8.8%）。治疗有效率（CR+PR）为 44.9%。中位无疾病进展时间为 10 个月（1-33 个月），1

年和 2 年的 PFS 分别为 94.6%和 93.1%。中位生存期为 13 个月，1 年和 2 年的 OS 均为 95.8%。

16 例患者（20.0%）出现治疗后肝脏 Child-Pugh 分级降低的情况，1 例患者（1.2%）由 A 降为

C，需要住院治疗，15 例患者（18.8%）由 A 降为 B，在对症治疗后均好转且于 6 个月内 Child-

Pugh 分级恢复正常。多因素分析显示，患者 SBRT 前 Child-Pugh 分级（P=0.006）和 SBRT 后

Child-Pugh 分级（P=0.036）是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 

结论  射波刀治疗局限期原发性肝癌的疗效确切，局控率高，且治疗的耐受性好，不良反应轻微，

可以作为不可手术的局限期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治疗选择。 

 
 
PC-006 

ⅢA-N2 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根治术后三维适行放疗的前瞻

性Ⅲ期随机分组研究：阶段性分析报告 

 
惠周光 梁军 吕纪马 王小震 周宗玫 冯勤付 肖泽芬 陈东福 张红星 殷蔚柏 王绿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100021 

 

目的  本研究旨在评价接受根治性切除和辅助化疗的 pⅢA-N2 期 NSCLC 患者，术后三维适形放疗

（3DCRT）对生存和复发模式的影响。 

方法  从 2009.1 到 2015.1,接受根治性肺叶切除的 pⅢA-N2 NSCLC 患者在完成 4 周期化疗后进行

全面复查，未出现复发转移的患者被随机分入术后放疗（PORT）组和对照组。PORT 采用

3DCRT 技术，靶区包括同侧肺门、同侧纵隔和隆突下淋巴结区，照射剂量为 50Gy/25 次。采用

Kaplan-Meier 法和 log-rank 检验分析 PORT 对生存的影响，Pearson 卡方检验用于比较组间率的

差异。 

结果  本阶段性分析包括 215 例患者，其中放疗组 110 例（51.2%），观察组 105 例（48.8%）。

两组患者临床特征没有显著差异。全组患者中位随访期为 26 个月，中位总生存时间未达到，中位

无病生存时间为 23.9 个月；3 年总生存率（OS）、无病生存率（DFS）、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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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FS）和无远地转移生存率（DMFS）分别为 73.8%、39.9%、63.6%和 47.8%。放疗组和对

照组患者的 3 年 OS 分别为 75.3%和 71.9%（p=0.638），DFS 分别为 45.9%和 33.3%

（p=0.120），LRFS 分别为 65.1%和 62.9%（p=0.403），DMFS 分别为 54.0%和 40.7%

（p=0.236），放疗组 3 年 OS、DFS、LRFS 和 DMFS 绝对值分别提高 3.4%、12.6%、2.2%和

13.3%，但是由于病例数有限，差异均未达到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全组共 106 例（49.3%）患者出

现治疗失败，其中单纯局部区域复发 33 例（15.3%），单纯远地转移 60 例（27.9%），同时出现

局部区域复发和远地转移 13 例（6.1%）。放疗组较观察组的局部区域复发率明显降低，分别为

17.3%和 25.7%（P=0.131）；两组远地转移率相近，分别为 32.7%和 35.2%（P=0.698）。截止

到末次随访，全组共有 46 例（21.4%）患者死亡，放疗组和观察组各 23 例，绝大部分死于肿瘤进

展（95.7%和 82.6%）。未观察到因为放疗毒副作用导致的死亡。 

结论  对于行根治性切除和辅助化疗的 pⅢA-N2 NSCLC 患者，术后 3DCRT 较为安全，有提高生

存和局部控制率的趋势,值得按计划完成随机分组研究。 

 
 
PC-007 

应用同步推量调强放疗技术（SIB-IMRT）进行 GTV 剂量递增联合

EP 方案同步化疗治疗局限期小细胞肺癌的 I/II 期临床研究 

 
尤静 于会明 余荣 朱广迎 石安辉 

北京肿瘤医院 100042 

 

目的  研究同步推量调强放疗技术（SIB-IMRT）进行 GTV 剂量递增联合 EP 方案同步化疗治疗局

限期小细胞肺癌的可行性。 

方法  2012 年 12 月至 2016 年 6 月，共纳入 26 例局限期小细胞肺癌患者。采用 SIB-IMRT 技术进

行 GTV 剂量递增，放疗采用每日两次方案，联合 EP 方案同步化疗。放疗在第 1 周期化疗或第 3

周期化疗时同步进行。放疗采用经典―3+3‖模式进行剂量递增，GTV 设定第一剂量梯度：

45Gy/30f，1.5Gy/f，每日两次；第二剂量梯度：50Gy/30f，1.67Gy/f，每日两次；第三剂量梯度：

54Gy/30f，1.8Gy/f，每日两次。PTV 均设定为 45Gy/30f，1.5Gy/f，每日两次。放化疗后评效达到

PR 或 CR 的患者接受脑预放，剂量为 25Gy/10f。主要研究终点为放疗期间及结束 3 个月内急性毒

性反应。次要研究终点包括 1 年生存率（OS）、无进展生存率（PFS）、局部控制率（LCR）和

晚期毒性。I 期研究中若在第一剂量梯度未观察到 10%以上 3 级或 3 级以上非血液学毒性则进入第

2 剂量阶段，以此类推。 

结果  研究共纳入 26 例患者，其中男性 20 例，女性 6 例。中位年龄 52 岁（30-68 岁）。16 例患

者采用静态调强放疗技术（IMRT），8 例患者采用弧形调强放疗技术（VMAT）。最常见的非血液

学毒性为放射性食管炎（2 级和 3 级发生率分别为 46.2%和 3.8%），1 和 2 级放射性肺炎发生率

分别为 7.7%和 11.5%，无 3 级放射性肺炎发生。最常见的血液学毒性为白细胞减低（2 级和 3 级

发生率分别为 38.5%和 57.7%）和中性粒细胞减低（2 级和 3 级发生率分别为 26.9%和 50.0%）。

无治疗相关死亡发生。中位随访 11.4 个月，1 年总生存（OS）、无进展生存期（PFS）、局部控

制率（LCR）分别为 89.0%，51.0%和 85.0%。 

结论  对局限期小细胞肺癌应用 SIB-IMRT 技术进行 GTV 剂量递增联合 EP 方案同步化疗是安全有

效的。急性毒性反应可耐受，需要更大的数据和更长的随访时间观察其晚期毒性和长期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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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008 

超分割或大分割胸部放疗联合同步化疗治疗局限期小细胞肺癌的

回顾性研究 

 
胡晓

1
 夏冰

2
 包勇

3
 徐裕金

1
 傅小龙

4
 陈明

1
 

1.浙江省肿瘤医院放疗科，浙江省放射肿瘤学重点实验室 

2.杭州市肿瘤医院放疗科 

3.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4.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放疗科 

 

目的  目前局限期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胸部放疗的最佳剂量/分割方式仍未确

定。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回顾性分析两项有关局限期 SCLC 同步放化疗的前瞻性研究中采用不同放疗

剂量/分割方式对局控的影响，次要目的是分析对总生存时间的影响及治疗毒性。 

方法  回顾分析两项前瞻性临床研究中分别接受 1.5Gy×30 次，2 次/日，共 45Gy（超分割组）或

2.5Gy×22 次，1 次/日，共 55Gy（大分割组）的局限期 SCLC 患者，联合 EP 方案同步化疗。采

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包，Kaplan-Meier 法分析局部/区域无进展生存时间及总生存时间数据。 

结果  超分割组 2005 年至 2014 年入组患者 92 例，大分割组 2005 年至 2012 年入组患者 96 例。

超分割组和大分割组 1、2 年局部/区域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82.1%，60.7%和 83.8%，67.9%，3

年局部/区域无进展生存率均未达到(P=0.33)。超分割组和大分割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27.9 月

（95%CI：15.7 月-40.1 月）和 22.0 月（95%CI：16.4 月-27.5 月），1、3、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85.2%、39.4%、26.0%和 77.1%、34.4%、26.9% (P=0.48)。超分割组和大分割组 2、3 度急性放

射性食管炎发生率分别为 28.3%、8.7%和 15.5%、2.1% (P=0.009)。 

结论  本研究表明采用 55Gy/22 次/30 天大分割治疗方案较 45Gy/30 次/19 天超分割放疗方案未能

显著提高局部区域控制率及总生存时间。2、3 度急性放射性食管炎超分割组显著多于大分割组。 

 
 
PC-009 

99Tcm-octreotide 生长抑素受体显像对局限期小细胞肺癌靶区

勾画的意义 

 
刘希光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266003 

 

目的 探讨 99Tcm-octreotide 生长抑素受体显像对局限期小细胞肺癌放疗靶区勾画的意义。 

方法 对 32 例病理证实的局限期小细胞肺癌行 99Tcm-octreotide SPECT-CT 检查，分别以 99Tcm-

octreotide SPECT-CT 融合图像、CT 图像根据 ICRU50 报告进行靶区勾画，选择 GTV 体积

（VGTV）、受量≥20Gy 的肺占全肺体积的比例(肺 V20)、平均肺受量（MLD）、脊髓受照剂量

（Ds）指标行统计学比较。根据患者病变情况分成 3 组，淋巴结组(16 例)、肺不张组（10 例）、

单纯肺内病灶组（6 例），对 3 组 GTVCT 与 GTVSPECT-CT 进行统计学比较，分析 99Tcm-

octreotide SPECT-CT 对局限期小细胞肺癌靶区勾画的影响。 

结果 99Tcm-octreotide SPECT-CT 制定的放疗计划较 CT 制定放疗计划的 VGTV、V20 和 MLD

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s 无统计学差异（P>0.05）。淋巴结组 GTVCT

（76.01±8.89），GTVSPECT-CT（88.58±6.56），GTVSPECT-CT 较 GTVCT 增大（t=3.790, 

P<0.05）。肺不张组 GTVCT（146.41±23.72），GTVSPECT-CT（107.66±8.46），

GTVSPECT-CT 较 GTVCT 增大（t=5.672, P<0.05）。单纯肺内病灶组 GTVCT（31.09±3.69），

GTVSPECT-CT（30.69±2.75），GTVSPECT-CT 较 GTVCT 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820,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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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根据 99Tcm-octreotide SPECT-CT 和 CT 所勾画的靶区 GTVSPECT-CT 与 GTVCT 有差异，

在伴有肺不张和阻塞性肺炎时 GTVSPECT-CT 较 GTVCT 明显缩小，检测纵隔淋巴结敏感性较 CT

高，99Tcm-octreotide SPECT-CT 可明显减小肺 V20 和平均肺受量（MLD），与单纯 CT 相比

99Tcm-octreotide SPECT-CT 勾画靶区更为精确。 

 
 
PC-010 

山东省放疗患者疼痛管理现状调研 

 
谭炳煦 程玉峰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250012 

 

目的  了解山东省放疗患者疼痛发生与诊疗的现状，以及放疗科医生对疼痛管理的认知，从而对癌

痛放疗患者进行更加规范化的治疗及管理，改善其放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 

方法  采用设计良好的医生和患者问卷，由第三方专业调研人员进行面对面访问及记录。对医生的

调研，选择放疗科或肿瘤科以放疗工作为主的医生进行；对患者的调研，选择被调研医院某一天内

放疗科门诊、住院部及加速器治疗部的所有患者进行。 

结果  共有来自山东省 10 家三级甲等医院的 87 名医生和 438 名患者接受了访问。在被访问的患者

中，共 184 名有疼痛的患者完成了完整问卷。调研结果显示：1）. 患者基本情况： 在被访患者

中，肺癌患者所占比例最高（20.1%），其次是食管癌（16.9%）和乳腺癌（14.1%）。正在接受

放疗的患者中，有 85.5%的患者存在放疗前等待期；等待天数多为 3-5 天（37.2%）。2）. 疼痛发

生情况：在放疗等待期间，医生反映的疼痛发生率为 26%，略低于患者的调查结果（36.5%）；在

放疗期间，医生和患者反映的疼痛发生率分别为 23%和 84.1%，差异较大。3）. 疼痛评估情况：

92%医生表示在接诊患者时，会主动询问患者疼痛情况，而只有约 75%的患者表示得到了医护人

员的疼痛评估。在患者未主动告知医生疼痛的情况下，在放疗等待期和治疗期分别仅有 7%和 17%

的患者表示医生会主动评估其疼痛。4）. 疼痛治疗情况：91%的医生表示对患者镇痛效果基本满

意。但是被调研患者中，只有约 50%使用了镇痛药物，且仍有一半以上的患者表示疼痛未得到非

常有效的缓解。5）. 患者宣教：超过 60%的患者表示，通过医护人员了解过镇痛相关知识；在放

疗期间，有 87.6%的患者表示可以得到至少每月 1 次与医生关于镇痛方面的沟通。 

结论 山东省放疗患者疼痛发生率较高，但目前对疼痛患者的筛查和评估尚不足，且医患在镇痛管

理认知方面存在差异。患者对镇痛治疗满意度低，放疗导致的疼痛应予以高度重视。放疗联合恰当

的镇痛药物治疗十分必要，但药物剂量仍显著不足。有必要在山东省内长期开展疼痛规范化评估及

诊疗知识的培训，指导临床实践，加强对患者及家属的镇痛宣教，进一步提高放疗领域疼痛管理水

平。 

 
 
PC-011 

恩度联合同期化放疗治疗 3 期非小细胞肺癌单臂多中心疗效 

初步分析 

 
陆海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0206851 

 

目的  联合青岛地区 12 家医院共收治 3 期非小细胞肺癌 120 例，采用恩度联合同期化放疗，观察

其疗效及可耐受性。  

方法  选择 3 期非小细胞肺癌，不能接受手术治疗的初治患者，所以患者均接受 EGFR 及 ALK 基

因检测为野生型，kps 评分大于 70 分，年龄 18~70 岁，签署知情同意书，给予恩度 30mg 连续静

脉泵入 7 天，第 6 天开始同期化放疗（恩度提前 5 天应用），化疗采用 TP,GP,NP,PP 方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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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放疗采用三维适形或调强放疗，总剂量 DT5000~6600cGy,常规分割。化疗每 21 天为 1 周

期，恩度每 21 天重复 1 次，共 4 次。  

结果  目前共完成病例 68 例，均顺利完成放疗，至少完成化疗 2 周期。CR12 例（17.6%），

PR38 例(55.9%),SD7 例(10.3%),PD11 例(16.2%),ORR 率 83.8%。未发现严重毒副作用。  

结论  恩度联合同期化放疗治疗 3 期非小细胞肺癌疗效肯定，毒副作用小，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远期疗效，PFS 及 OS 正在随访统计中。 

 
 
PC-012 

18F-FDG-PET 在评价骨肉瘤患者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价中的作用 

 
赵静宜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18 氟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现象（Fluorine-18-fluorodeoxyglucose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18F-FDG-PET/CT）是一种新的影像学检查手段，可以通过正常组织及肿瘤组织对

18F-FDG 不同的摄取值来辨别恶性肿瘤。18F-FDG-PET/CT 结合了代谢现象（PET）和解剖现象

（CT）两方面的特性，能同时反映肿瘤组织的大小及代谢活跃程度。骨肉瘤在青少年原发恶性骨

肿瘤中发病率最高，新辅助化疗显著提高了该类患者的生存率，其中，化疗后的组织坏死率对患者

的预后起到很大作用，寻找有效的检测方法或指标，以便更为准确的评估化疗疗效。病理学检测是

评估肿瘤组织的坏死率的金标准，通过病理学检测到的肿瘤组织坏死率是目前验证新辅助化疗疗效

的主要手段，但因其判断必须通过术后评估，因此有一定的局限性。目前，已有很多研究表明，

18F-FDG-PET/CT 检测的某些指标可以评估骨肉瘤新辅助化疗的疗效，因此，本文通过 meta 分析

对该类研究进行分析总结。 

方法  收集了截止到 2016 年 5 月国内外公开发表的 18F-FDG-PET/CT 评价骨肉瘤新辅助化疗疗效

的文献。按 meta 分析的要求和诊断试验工人的治疗标准对所有纳入的原始研究进行质量平复。并

汇总计算出 18F-FDG-PET/CT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以 SROC 分析方法定性和定量的计算其准确

性。 

结果  符合纳入标准的共有 10 篇文献，包含了 224 个患者。汇总的诊断指标和 SROC 分析显示出

18F-FDG-PET/CT 在评价骨肉瘤患者新辅助化疗中敏感性为 0.84 (95% CI: 0.76-0.90)，特异性为

0.88(95% CI: 0.81-0.93)。诊断优势比 DOR 为 25.97(95% CI: 10.03-67.27).SROC AUC 为

0.9057。 

结论  18F-FDG-PET/CT 是一种有效的评价骨肉瘤患者新辅助化疗疗效的手段。 

 
 
PC-013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不同放疗技术的急性毒副反应及剂量学研究 

 
王小虎

1
 张秋宁

1
 吕青芳

2
 刘锐锋

1
 魏世鸿

1
 郭丽云

1
 

1.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肿瘤医院 

2.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目的  观察早期乳腺癌患者保乳术后三维适形序贯瘤床补量（3D-CRT）与调强放疗同步瘤床补量

（IMRT-SIB）两种技术的急性放射性毒副反应及近期美容疗效的差异，同时比较在危及器官及靶

区的受照剂量、体积方面的差别。 

方法  回顾性的分析了自 2012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在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放疗中心行 3D-

CRT 或 IMRT-SIB 放疗的保乳术后患者相关资料。比较两种放疗方式对该类患者放射性皮肤损伤及

美容效果的影响。自 IMRT-SIB 组中随机抽取 10 例肿瘤位于左侧的患者，制定 3D-CRT 放疗计

划，比较两组计划的剂量分布特点。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122 

 

结果  随访至 2016 年 4 月，两组患者的放射性皮肤损伤差别明显（p=0.001），3D-CRT 组患者更

严重。对放射性皮肤损伤进行相关因素分析，患者年龄（P=0.063）与放射性皮肤损伤之间无明显

的相关性，新辅助化疗（P=0.001）与放射性皮肤损伤有关。两组患者美容疗效之间无明显差异

（p=0.313）。与 3D-CRT 相比，左乳保乳术后 IMRT-SIB 技术在提高靶区剂量均匀性、适形性的

同时，降低心脏、患肺的受照剂量及体积，达到保护肺脏及心脏的目的,但是增加了低剂量照射体

积。 

结论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 IMRT-SIB 与 3D-CRT 放疗相比，可以减少皮肤毒副反应，具有较

好的剂量学优势，但是还有待长期随访的结果加以证实。 

 
 
PC-014 

血清 CD166：预测鼻咽癌放疗反应的生物标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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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肿瘤防治研究所，放疗科。 

2.区域性高发肿瘤早期防治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广西医科大学）。 

3.陕西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疗科。 

 

目的  探讨分泌蛋白 CD166/ALCAM 的表达与鼻咽癌放疗敏感性的关系，鉴定其是否可作为预测鼻

咽癌放疗反应的生物标记物。 

方法  纳入 30 例放射抗拒和同期配对的 30 例放射敏感的鼻咽癌患者，ELISA 检测两组患者血清中

分泌蛋白 CD166 的表达量，分析 CD166 表达与放疗效应的相互关系及临床相关参数间的关系。利

用免疫磁珠分选技术获得 CNE2R-CD166(+)、CNE2R-CD166(-)细胞亚群；分别以克隆形成实验、

CCK-8 法及流式细胞术检测放射敏感性、增殖率及凋亡率。 

结果  放射抗拒组患者血清分泌蛋白 CD166 表达量高于放射敏感组(P=0.03)；CD166 的表达与临

床分期、T、N 分期无相关性。CNE2 细胞膜 CD166 阳性率(21.37±1.50)%明显低于 CNE2R 细胞

膜 CD166 阳性率(69.13±5.15)%(P<0.01)。克隆形成实验，CNE2R-CD166(+)与 CNE2R-CD166(-)

细胞的 D0 值分别为 4.39Gy、3.44 Gy，Dq 值分别 4.08 Gy、2.76 Gy，SERD0 为 1.28﹥1，提示

CNE2R-CD166(-)细胞对放射较 CNE2R-CD166(+)细胞敏感。在 10GY 照射后，CNE2R-

CD166(+)、CNE2R-CD166(-)细胞的 24h、48h、72h 存活分数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81.16±2.84)%、(74.64±1.70)%、(65.83±2.41)；(67.24±2.83)%、(53.59±4.19)%、

(46.68±2.63)%。在 10GY 照射前，CNE2R-CD166(+)、CNE2R-CD166(-)凋亡率分别为

(4.83±0.68)%、(5.47±0.95)%（p﹥0.05）；在 10GY 照射后 48 小时，CNE2R-CD166(+)细胞凋亡

率为(16.13±1.82)%，明显低于 CNE2R-CD166(-)细胞凋亡率 (31.57±0.95)%（p＜0.05）。 

结论  患者血清分泌 CD166 蛋白的表达量与鼻咽癌放疗抗拒性呈正相关；在细胞水平， CNE2R-

CD166(+)细胞对放射更具抗拒性，其机理可能与减少细胞受照射后的凋亡率有关。实验结果提

示，CD166 可作为初筛鼻咽癌患者放疗内在敏感性的一种分子标记物，治疗前可根据鼻咽癌血清

CD166 的表达情况，实行个体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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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015 

A clinical results of recombinant human endostatin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and radi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 phase 2 multi-

institutional trial. 
 

李媛媛 金风 

贵州省肿瘤医院 550004 

 

Purpose/Objectiv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the Short-term efficacy and 
observe the feasibility and safety .      
Materials/Methods    We enrolled patients  from 3 centres in Guizhou of China. 54 patients into 
the study group,of whom were received recombinant human endostatin combined with Radiation 
and chemotherapy.Other 61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median follow-up of 32.5 months.The complete remission rate of nasopharyngeal 

tumor (77.4％:72.9％，χ2= 2.028，P=0.154)；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study group 

improved the complete remission rate of cervical lymph node metastasis(75.5％：62.6％,χ2= 

4.363，P=0.037).The 3-year OS、PFS、DMFS and RFS rate for the study group were 79.5％，

71％，77％,and 79%,respectively，versus 83％，81%，76% ,and 84% for the control group 

(P=0.76，0.26，0.655，0.429). 

Conclusions  In study group,there was slightly higher recent efficiency  and the treatment -
related toxicity can be tolerated . 
 
 
PC-016 

循环内皮细胞在局部晚期鼻咽癌放化疗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中的

前瞻性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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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州省肿瘤医院 

2.海南省肿瘤医院肿瘤科 

3.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通过检测鼻咽癌患者外周血中循环内皮细胞变化，初步探讨 CECs 在恩度联合放化疗抗血管

生成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自 2012 年 5 月至 2013 年 3 月收治局部晚期鼻咽癌初治患者 47 例，治疗组共 25 例，女性 7

例男性 18 例，非角化分化型 5 例，非角化未分化型 20 例。对照组共 22 例，女性 6 例男性 16 例,

非角化分化型 3 例，非角化未分化 19 例。对照组及治疗组均行诱导化疗 TP 方案两周期多西他赛

75mg/㎡静脉滴注 d1；顺铂:80mg/㎡静脉滴注分三天使用 21 天一周期。治疗组：恩度 7.5mg/㎡/d

静脉滴注 14 天/周期于诱导化疗 d8-21 用，共 1 周期。同步放化疗：于放疗第一天开始行顺铂同步

化疗：顺铂 80mg/㎡静脉滴注分两天使用。治疗组：恩度 7.5mg/㎡/d 静脉滴注 14 天/周期，同步

放疗 d1-14 用共 1 周期。靶区勾画：GTVnx 为临床、影像学检查获得鼻咽部肿瘤及其侵犯范围；

GTVnd 为临床和（或）影像学观察到符合诊断标准肿大淋巴结。CTV1 为 PTVnx 加周围高危和上

颈淋巴结引流区，PTV1 为 CTV1 外放 0.3cm；CTV2 为颈部照射范围应超出 1~2 个颈区,PTV2 为

CTV2 外放 0.3cm。放疗靶区剂量 GTVnx73.92Gy/33f，GTVnd69.96Gy/33f，

PTV1 60.06Gy/33f，PTV250.96Gy/28f。诱导化疗前后、同步放化疗后进行外周血 CECs 检测，

进行数据对比研究分析。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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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治疗组中 CECs 在诱导化疗前、后对比差值有统计学意义(14.96±7.62vs10.16 ± 5.14 , p = 

0.037 )；诱导化疗前与放疗后对比差值有统计学意义( 14.96 for± 7.62vs5.84 ± 6.76 , p=0.000 )；

诱导后及放疗后差值仍有统计学意义(10.16 ± 5.14 vs5.84 ± 6.76,p = 0.004 )。对照组中 CECs 在

诱导化疗前、后及放疗结束后差值均无统计学意义；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结束后 CECs 对比数值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5.84±6.76vs10.27±5.02，p=0.001）。 

结论 恩度联合放化疗能明显地降低局部晚期鼻咽患者外周血中 CECs 数值；通过临床监测 CECs

在恩度联合放化疗后在鼻咽癌治疗过程中变化，可能为临床评价抗血管生成联合放化疗治疗疗效提

供线索。 

 
 
PC-017 

初次治疗前血清碱性磷酸酶，血浆 EB 病毒游离 DNA 水平以及挽

救放疗对异时单发骨转移鼻咽癌患者的预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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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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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2.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放疗科 

3.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研究治疗前血清碱性磷酸酶和血浆 EB 病毒游离 DNA（EBV-DNA）水平对鼻咽癌治疗后单

纯骨转移患者的预后影响，并探索骨转移后局部挽救放疗对总体生存获益的意义。从而为鼻咽癌骨

转移患者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和准确评估预后提供参考标准。 

方法  对 272 例初次治疗后发生单纯骨转移的鼻咽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根据碱性磷

酸酶 110U/L 和 EBV-DNA 6750 copy/ml 将病人分别分为高低水平两组，结合两个指标进行亚组分

析：亚组 1：低碱性磷酸酶、低 EBV-DNA 组；亚组 2：低碱性磷酸酶、高 EBV-DNA 组或高碱性

磷酸酶、低 EBV-DNA 组；亚组 3：高碱性磷酸酶、高 EBV-DNA 组。并进一步比较骨转移后施予

挽救放疗，这三组患者以及全组患者的生存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用 Log-Rank 比较

各组生存率。采用 Cox 逐步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全组患者 3、5 年生存率分别是 62.9%、45.3%。相关分析显示：T 分期、N 分期、碱性磷酸

酶、EBV-DNA 与无转移间隔相关。亚组 1、亚组 2、亚组 3 的 3 年生存率分别为 74% vs. 50.9% 

vs. 33.8%(P < 0.001)， 在亚组 2、3 中骨转移后接受局部放疗者生存率高于未接受放疗者(P < 

0.001, P = 0.048)，存在显著差异。Cox 多因素分析显示: N 分期、碱性磷酸酶(HR 1.720, 95% CI 

1.199–2.467, P = 0.003)、EBV-DNA(HR 1.635, 95% CI 1.131–2.363, P = 0.009)、转移后放疗

(HR 1.578, 95% CI 1.077–2.314, P = 0.019)、椎体转移、骨转移部位个数、无转移间隔是影响骨

转移鼻咽癌预后的因素。  

结论  此研究阐述了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治疗前血清碱性磷酸酶和血浆 EBV-DNA 水平是鼻咽

癌治疗后单纯骨转移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第二，对于治疗前高水平血清碱性磷酸酶和/或高拷贝

数血浆 EBV-DNA 的患者，发生单纯骨转移后，局部挽救放疗可以取得生存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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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018 

局部晚期鼻咽癌诱导化疗后缩小调强放疗靶区的 疗效评价：多

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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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3.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4.成都军区总医院 

5.绵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观察局部晚期鼻咽癌诱导化疗后缩小调强放疗靶体积对肿瘤局部控制和患者生存有无影响。 

方法  从 2012 年 2 月至 2015 年 4 月收治的病理确诊的Ⅲ-ⅣB 期鼻咽癌初治患者 212 例，将患者

随机分为 A 组（n=97））和 B 组（n=115）。所有患者采用 TP(紫杉醇 175 mg/m2 + 顺铂 80 

mg/m2/)或 PF (顺铂 80 mg/m2 + 5-氟脲嘧定 1000 mg/m2 第 1 – 4 天)方案诱导化疗 2 周期，然后

行顺铂 40 mg/m2/周的同步 IMRT 治疗。A 组按诱导化疗前影像勾画靶区实施 IMRT，B 组按诱导

化疗后影像勾画靶区实施 IMRT。 

结果  所有患者诱导化疗前、后 GTVnx 和 GTVnd 变化均具有统计学差异(均 P=0.000)； A 组和 B

组的 V66.5Gy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32)。B 组的双侧视神经、双侧晶体、双侧颞叶、双侧颞

颌关节以及右侧腮腺的 Dmax 明显低于 A 组（P<0.05）。同步放化疗结束后 3 月进行近期疗效评

价，A、B 组的客观缓解率均达到 100%。急性毒性反应与远期不良反应两组基本相似。B 组生活

质量较 A 组高。经中位期 21 个月（8-47 个月）的随访，A 组和 B 组的 3 年 OS、PFS、LRRFS、

DMFS 分别为 94.7% vs 89% (危险系数= 0.368; 95% 可信区间 0.1 to 1.361; p = 0.134) 

, 79.8% vs 76.8% (危险系数 = 0.821; 95% 可信区间 0.410 to 1.645; p = 0.578) , 87% vs 93% (危

险系数 = 1.464; 95% 可信区间 0.445 to 4.819;  p = 0.530) ,  83.7% vs 81% (危险系数 = 0.680; 

95% 可信区间 0.307 to 1.506;  p = 0.342)。 

结论  1.局部晚期鼻咽癌诱导化疗后缩小调强放疗靶体积不影响肿瘤的局部控制和患者生存；2. 双

侧视神经、双侧晶体、双侧颞叶、双侧颞颌关节以及右侧腮腺的剂量明显降低，患者生活质量得到

提高。 

 
 
PC-019 

优化局部晚期、中低位直肠癌术前放、化疗模式的前瞻性

II/III 期研究的初步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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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2.浙江省肿瘤医院 

3.吉林省肿瘤医院 

4.贵州省肿瘤医院 

5.河北省第四医院 

6.华西医院 

7.北京医院 

8.西京医院 

9.四川省肿瘤医院 

10.青海省红十字会医院 

 

目的  初步探索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接受术前短程放疗联合新辅助化疗对比长程同步放化疗的毒副

反应和近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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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设计为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 II/III 期临床研究，计划纳入 18-70 岁、初治、II/III

期中低位直肠腺癌患者，以 MRI 明确临床分期。入组患者经过中心随机进入到术前短程放疗联合

新辅助化疗+TME 组(研究组)或术前长程同步放化疗+TME 组（标准组），样本量计算基于非劣性

临床 III 期试验的样本计算，全组至少需要 552 例患者。研究组患者术前接受 25Gy/5F 短程放疗，

放疗结束后 1-2 周接受 4 周期 XELOX 方案（奥沙利铂 130mg/m
2
,d1 + 卡培他滨 2000mg/m

2
/d,d1-

14，21 天为 1 周期）新辅助化疗；标准组患者术前接受 45-50.4Gy/25-28F 长程放疗，同步卡培他

滨化疗（1650mg/m
2
/d，放疗日服用）；两组患者新辅助放化疗后均接受全直肠系膜切除术

(TME)，术后分别接受 2 周期或 6 周期的 XELOX 方案辅助化疗。 

结果  自 2015 年 8 月 3 日至 2016 年 8 月 30 日，全国 10 个中心共入组患者 172 例，全组患者直

肠肿瘤距离肛门的中位距离为 4cm(范围 0-10cm)，MRF 阳性者 65 例（37.8%）。118 例患者(研

究组 60 例，标准组 58 例)完成新辅助放化疗，纳入毒副反应分析，研究组和标准组的≥3 级毒副反

应发生率分别是 28.3%（17/60）和 6.9%（4/58），全组未出现毒副反应相关死亡。研究组在短程

放疗期间、放疗与化疗间歇期、新辅助化疗期间的≥3 级毒副反应发生率分别是 0%（0 例）20%

（12 例）和 11.6%（7 例）。7 例研究组患者新辅助治疗后诊断临床完全缓解(CCR)，行等待观察

策略，标准组无评价 CCR 者；75 例患者完成 TME 手术（研究组 37 例，标准组 38 例），共 82

例患者纳入近期疗效分析。研究组和标准组的 R0 切除率分别为 91.4%(32/35)与 89.5%(34/38)；

pCR 率分别为 25.7%（9/35）与 7.9%（3/38）；CCR+pCR 比例分别为 45.7%与 7.9%。术后并

发症主要为腹会阴联合切除患者的会阴伤口延迟愈合(研究组：33.3%，标准组 31.8%)。 

结论  本多中心研究入组顺利，初步结果显示，局部晚期中低位直肠癌行术前短程放疗联合新辅助

化疗的急性毒副反应可耐受，CCR+pCR 率令人鼓舞。 

 
 
PC-020 

局部进展期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术前放化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

究：京津冀 PAPER 多中心随机研究的初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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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肿瘤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3.协和医院 

4.301 医院 

 

目的  探讨局部进展期胃食管结合部腺癌给予同期术前放化疗后接受 D2 手术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 

方法  选取经病理组织学确诊为胃腺癌、Siewert 分型为Ⅱ、Ⅲ型的局部进展期（T3-4N0 或者任何

TN1-3M0）患者为研究对象。经腹腔镜探查未发现腹膜转移后，随机分组为直接手术组和术前放化

疗组，术前放化疗组接受调强放疗及 SOX（替吉奥+奥沙利铂）每周方案的同步化疗。放疗采用同

步推量的方法给予病灶局部加量，GTV 50Gy/CTV 45Gy/25 次/5 周。同期化疗：替吉奥 30mg/m2 

bid，放疗日（每周一至五）口服，伴随放疗全程；奥沙利铂 40mg/m2，每周 1 次，共 5 周，放化

疗结束后 6 周复查评效，经再次腹腔镜探查未发现腹膜转移者接受 D2 根治术。术后组患者接受

SOX 方案化疗 6-8 周期。该研究（PAPER 研究）是京津冀多中心参加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主

要研究终点是 3 年 DFS，次要研究终点是安全性和有效性， 

结果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7 月有 5 个中心共完成入组 35 例，其中手术组 20 例，术前放化疗组

15 例，中位年龄 61 岁 (41-73),男性 28 例，女性 7 例，临床分期: cT3：20 例，cT4：15 例；

cN1：4 例，cN1：8 例，cN2：10 例，cN3：13 例。术前放化疗组所有患者均完成放疗，6 例患者

因毒性反应未完成 5 周期化疗，无 3 级以上不良反应，2 例患者发生 3 级不良反应，均为中性粒细

胞减少。12 例患者发生 2 级不良反应，主要为：1 例中性粒细胞减少，4 例血小板减少，5 例放射

性食管炎，2 例恶心。近期疗效：术前放化疗组 PCR 13.3%（2/15）,肿瘤退缩分级（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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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ssion Grade，TRG）：0 级 2 例，1 级 6 例，2 级 7 例。35 例患者均获得了 D2 根治术 R0

切除，术前放化疗组合手术组的术后并发症分别为：吻合口漏（2 例和 1 例），出血（1 例和 1

例），感染（1 例和 1 例），两组并发症基本接近。 

结论  初期结果显示，局部进展期胃食管结合部腺癌行同期术前放化疗后接受 D2 手术治疗是安全

和有效的，术前放化疗组的病理退缩率高，未增加手术的并发症，初期入组的样本量较小，随访时

间尚短，进一步的结论还需扩大样本量及后续随访来证实。 

 
 
PC-021 

Etoposide and Cisplatin vs Paclitaxel and Carboplatin 

With Concurrent Thoracic Radiotherapy in Unresectable 

Stage III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A Multicenter 

Randomized Phase III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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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4.Shanghai Chest Hospital 
5.Tianjin Cancer Hospital 

6.Beijing Cancer Hospital， 

7.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8.Zhejiang Cancer Hospital 

9. Center for Quantitative Sciences， Vanderbilt University 

 

Purpose  A multi-center phase III trial was conducted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concurrent 
thoracic radiation therapy (TRT) with either etoposide/cisplatin (EP) or carboplatin/paclitaxel (PC)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II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Methods  Patients were randomly received 60 to 66 Gy of TRT concurrent with either etoposide 
50 mg/m2 and cisplatin 50 mg/m2 every 4 weeks for two cycles (EP arm), or 45 mg/m2 paclitaxel 
and carboplatin (AUC 2) weekly (PC arm). The primary end point was three years-overall survival 
(3-year OS).The study was designed with 80% power to detect a 17% superiority in 3-year OS 
with a type I error rate of 0.05. 
Results  A total of 200 patients were randomized and 191 patients were treated (95 in the EP 
arm and 96 in the PC arm). With a median follow-up time of 73 months, the 3-year O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EP arm than that of the PC arm. The estimated difference was 
15.0% (95% CI 2.0%-28.0%) and P value of 0.024. Median survival times were 23.3 months in 
the EP arm and 20.7 months in the PC arm (log-rank test P= .095,HR 0.76, 95%CI 0.55-
1.05).The incidence ofGrade ≥ 2 radiation pneumonitis was higher in the PC arm (33.3%versus 
18.9%;P= 0.036),while the incidence of Grade ≥ 3 esophagitis was higher in the EP arm 
(20.0%versus 6.3%;P= 0.009).  
Conclusion EP might be superior to weekly PC in terms of OS in the setting of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 for unresectable stage III NS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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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022 

重组人血管内皮生长抑制素（恩度）持续静脉泵注联合同步放化

疗治疗Ⅲ期不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SCLC）：多中心 I/II 期临

床试验初步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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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2.浙江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3.天津肿瘤医院放疗科 

 

目的  肿瘤细胞乏氧造成的放射抗拒可导致放疗失败。临床前研究已表明恩度可使肿瘤血管一过性

―正常化‖以利于有效的供氧，从而开启肿瘤放疗增敏的时间窗。本研究旨在评估恩度持续静脉泵注

联合标准同步放化疗治疗不可切除Ⅲ期 NSCLC 的安全性及疗效。 

方法  主要入组标准：病理学证实不可切除的ⅢA 或ⅢB 期 NSCLC；肿瘤可按 RECIST 标准进行测

量；年龄 18~70 岁；ECOG 评分 0~1 分。所有患者第 1、3、5、7 周分别连续 5 天接受恩度持续

静脉泵注，剂量 7.5 mg/m2/天；第 2~8 周接受依托泊苷 50 mg/m2 第 1~5 天加顺铂 50 mg/m2 第

1、8 天，每 4 周一次共 2 周期，同期接受 6~7 周同步胸部放疗 60~66Gy/30~33 次。治疗结束 4

周时按 RECIST 1.1 标准评估肿瘤反应。根据 CTCAE 4.0 行急性毒性反应评估。主要研究终点为 2

年无进展生存（PFS）；次要研究终点为安全性、有效率和总生存（OS）。 

结果  2012 年 11 月至 2016 年 5 月共 67 例患者可行毒性和疗效评估，其中男性 56 例

（83.6%），女性 11 例（16.4%）；鳞癌 44 例（65.7%），腺癌 20 例（29.9%），大细胞癌 1 例

（1.5%），未分化癌 2 例（3.0%）；ⅢA 期 28 例（41.8%），ⅢB 期 39 例（58.2%）。中位年

龄 59 岁（31~69 岁）。所有患者均按既定计划完成放疗和恩度治疗，其中 3 例患者仅完成 1 周期

化疗。全组患者共 23 例（34.3%）出现 3~4 级中性粒细胞减低，9 例（13.4%）出现 3~4 级贫

血，10 例（14.9%）出现 3~4 级血小板减低；3 例（4.5%）出现 3 级恶心呕吐；8 例（11.9%）出

现 3 级急性食管炎；12 例（17.9%）出现 1~2 级肺炎，2 例（3.0%）出现 3 级肺炎，其中 1 例患

者在行疗效评估前死于肺炎。未出现 2 级及以上心血管相关毒性反应。肿瘤客观缓解率为 76.1%，

疗效达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稳定及疾病进展的患者分别为 8 例（11.9%）、43 例（64.2%）11

例（16.4%）和 4 例（6.0%）。中位随访时间 20.5 月，至末次随访共 29 例患者死亡，其中 23 例

死于肿瘤进展。中位 PFS 为 15.5 个月，1 年及 2 年的 PFS 率和 OS 率分别为 51.0%、34.0%和

80.0%、57.0%。 

结论  恩度持续静脉泵注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不可切除Ⅲ期 NSCLC 患者安全可行，近期疗效较

好，值得开展Ⅲ期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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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01 

集束化护理在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放疗患者中的应用 

 
刘欣敏 倪凤明 吴杰 赵亭亭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在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放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查阅国内外文献，结合肿瘤科、放疗科、神经内科及临床护理专家意见，制定中枢神经系统

恶性肿瘤放疗患者的集束化护理方案。包括：（1）颅内高压的护理（2）症状性癫痫的护理、安全

管理与医护人员安全意识（3）放射野皮肤的护理（4）脱发的护理（5）营养支持与饮食指导

（6）静脉输液通路选择（7）体位护理（8）心理护理和健康宣教共 8 个护理要点 27 个具体护理

行为。由主要参与集束化护理方案制定的 2 名放疗科护师、1 名主治医师对我科 32 名具有执业资

格的临床护士进行集束化护理培训和考核，考核不合格则重新培训直至全体护士合格后开始实施集

束化护理策略。对 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8 月在我科住院的 56 例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放疗的患

者实施集束化护理。从放射治疗第一天至疗程结束第二天，收集患者资料并填写我科自行设计的

《放射治疗期间护理记录单》。参考疼痛评估的 Wong-Banker 面部表情量表（FPS-R）自行设计

心情脸谱工具对患者进行情绪评估。对比实施集束化护理前后患者头痛频次和评分，放射性皮肤炎

分级，静脉炎分级，脱发，跌倒、坠床或舌咬伤发生情况及情绪改善情况的变化。 

结果 实施集束化护理后，每天头痛频次 3 次及以上由 21.4%降至 0%（P<0.001），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放疗结束后发生放射性皮肤炎 5 例，均为放射性皮肤炎 1 级，干性脱皮；56 例

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脱发；未发生静脉炎，未发生跌倒、坠床或舌咬伤。有 98.4%的患者情绪明显

改善。 

结论 制定并实施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放疗患者的集束化护理，可减轻疾病症状给患者带来的痛

苦，减少放射治疗并发症的发生。在实施集束化护理的过程中，应重视静脉通路的选择和营养支

持，注重心理护理和健康宣教内容的个性化。目前国内外对于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放疗期间的护

理研究较少，可考虑开展多中心研究，完善对于这类病人的集束化护理方案，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和指南，保证病人安全，提高护理质量。 

 
 
PD-002 

癌症患者家庭照顾者的死亡态度调查研究 

 
张健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了解癌症患者家庭照顾者（FCs）的死亡态度，以及他们的死亡态度与社会人口因素间的关

系。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抽取 235 名肿瘤患者 FCs，完成死亡态度描绘量表，社会人口学问卷。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比较 5 个维度得分差异情况。单因素分析采用方差分析，成组 t 检验，pearson 相关

系数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线性回归。 

结果  肿瘤患者 FCs 在趋近接受维度得分高。单因素分析中，年龄、民族、有无信仰、婚姻状态、

教育程度与 DAP-R 得分相关。多因素分析中，单身 FCs 比已婚或其他人，有更高的逃避接受得

分。 

结论  中国癌症患者的 FCs 多持积极的死亡态度。他们的死亡态度可能与年龄、民族、有无信仰、

婚姻状态、文化程度有关，暂不能说与宗教无关。需要开展纵向研究，探讨随着病程发展，癌症患

者及其 FCs 的死亡态度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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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03 

同期放化疗患者中心静脉通路的专业化团队主动管理模式初探 

 
张婷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以静脉治疗专科护士为核心的专业化团队主动管理模式，在同期放化疗肿瘤患者中的应

用效果。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抽取在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病区住院，进行同期放化疗的肿瘤患者 762

例。将 2014 年 1 月～12 月的 300 例患者设为对照组，采用常规中心静脉通路管理模式，将 2015

年 1 月～12 月的 462 例患者设为实验组，采用专业化团队主动管理模式。专业化团队由 1 名专职

静脉治疗专科护士和 4 名主管医生组成，辅助成员有影像、检验、超声、药剂等科室的专业人员。

对入院 24 小时~48 小时的患者进行病情、治疗、药物、血管、经济状况等多方面因素的评估，选

择最合适的血管通路。专业化团队负责置管前评估（置管需求评估，导管类型和置管部位评估）、

与患方讨论置管、评估及处理导管相关并发症；专科护士承担每日查房、健康教育、定期维护、并

发症的处理，同时兼管团队讨论记录、随访、相关记录完善（如置管申请单）、患者档案管理等工

作，全面强化专科护士在静脉治疗中的作用。要求出院带管的患者，团队评估带管可行性后，告知

并签署告知书，专科护士进行相关健康宣教，并发放宣教资料，内容包括定期维护、日常活动、自

我观察并发症发生情况、异常情况及时就诊、科室咨询电话等。 

结果  实验组血栓、堵管、静脉炎发生率均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非计划性

拔管对照组有 8 例，实验组无。对照组颈内静脉 CVC 和 PICC 平均留置时间均小于实验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在同期放化疗肿瘤患者中应用以静脉治疗专科护士为核心的专业化团队主动模式，可能降低

部分并发症的发生率，避免非计划性拔管，并延长留置时间。 

 
 
PD-004 

浅谈精准摆位与精确放射治疗的关系 

 
赵成宗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730030 

 

放射治疗技师的摆位在放疗中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正确完成治疗计划的重要保证。本文中，

笔者对影响摆位精度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多年来在实际工作中的一点经验和体会，如：

定位性摆位与治疗性摆位的一致性；热塑性固定膜的制作；治疗时患者的精神因素对摆住的影响；

医嘱对摆位的影响以及患者年龄、胖瘦、衣着对摆位的影响等。 

 
 
PD-005 

系统化健康教育在肿瘤放疗患者中的应用观察 

 
何凤英 

河南省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476100 

 

目的   探讨系统化健康教育在对肿瘤放疗患者在临床护理过程中的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 100 例实施放射治疗的肿瘤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比较两组患者

的治疗效果、放疗知识掌握率以及患者的护理满意率。在临床对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患者入院

时需要注意为患者简单的介绍医院中的相关环境以及制度，并需要对患者简单的介绍治疗方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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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患者的恐惧心理。同时需要对患者的家属进行家庭支持的宣教，让患者能够感受到家人的照

顾。在对患者进行放射宣教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注意对患者的口腔进行相应的检查······；其次对患

者的皮肤进行保护······；第三需要注意患者的白细胞下降对患者的抵抗力造成较大的影响······；第

四需要患者注意继发性感染的情况······；第五实际的治疗过程中指导患者的家属对于患者的鼻腔进

行冲洗······；第六治疗的环境及卫生······；第七制定患者的饮食、休息以及运动的相关计划······；

第八对患者出院后进行出院随访，了解患者的实际情况，等等。 

结果    两组患者在经过治疗后均有一定的效果，但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 96%明显优于对照

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 80%，观察组患者的放疗知识掌握率 92%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的放疗知识

掌握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的放疗知识掌握率 84%观察组患者的满意程度评分 8.52±1.48 明显优于

对照组患者的满意程度评分 5.03±1.26 分，所有差异均为显著性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在对使用放射治疗的肿瘤患者进行护理的过程中，通过使用系统化健康教育的方法进行护

理，能够显著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护理满意程度，在临床上值得推广应用。 

 
 
PD-006 

护理干预对于降低鼻咽癌患者放射性口腔粘膜炎发生率影响 

 
孔欣 

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放疗科 110042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降低鼻咽癌患者放射性口腔黏膜炎发生率的影响。 

方法  将 62 例行头部伽玛刀治疗鼻咽癌患者随机分成实验组 31 例和对照组 31 例。对照组实施常

规理护理，实验组进行入院、在院、出院的护理干预及指导。 

结果  观察组口腔黏膜炎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对鼻咽癌患者进行伽玛刀放疗前、中、后进行护理干预可以降低口腔黏膜炎发生率，减轻患

者痛苦，保证放疗计划顺利完成。 

 
 
PD-007 

鼻咽癌放疗皮肤的护理体会 

 
王文娟 

宁医大总院肿瘤医院放疗三科 750004 

 

目的  研究鼻咽癌放疗皮肤的护理干预工作，为鼻咽癌放疗皮肤的护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方法  选取 50 例鼻咽癌放疗患者临床资料，对其进行相应的护理干预，观察放射区域皮肤理化性

质，对症处理出现的皮肤情况，并做好健康指导工作。 

结果  50 例鼻咽癌放疗患者经护理后出现放射性皮肤反应 0~I 级 35 例（70%），II 级 8 例

（16%），Ⅲ级 5 例（10%），IV 级 2 例（4%）。                  

结论  通过对鼻咽癌患者放疗皮肤的及时评价与干预，效果明显，不仅能减轻患者的痛苦，还可提

升其治疗效果，对患者的治疗、康复及预后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临床护理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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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08 

喉癌气管套管患者放疗皮肤损伤的临床研究 

 
鲁华

1
 江静云

2
 

1.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 

2.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护理部 

 

目的 保护喉癌气管套管患者放疗野皮肤，降低放疗皮肤损伤发生率，提高患者舒适度，提高护理

工作效率。 

方法 选取 156 例喉癌术后气管套管放疗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3 组，对照组 44 例，敷

料组 52 例，皮肤保护膜组 46 例。对照组采用基础护理方法，即生理盐水清洁塑料套管，清洗消毒

皮肤，无菌纱布覆盖放射野皮肤并胶布固定；敷料组在基础护理后用水胶体敷料保护放射野皮肤；

皮肤保护膜组在基础护理后用金因肽皮肤保护膜喷剂保护放射野皮肤。对比观察 3 组患者放疗疗程

结束后，放疗皮肤损伤的发生率、皮肤损伤的严重程度、患者的舒适度、放疗皮肤每日换药时间和

次数。 

结果 放疗皮肤发生率，皮肤保护膜组 6.52%(3/46)和敷料组 15.38%（8/52），均低于对照组

50.00%（22/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每日换药次数皮肤保护膜组（4.28±0.53）次

/d，敷料组（4.52±0.76）次/d，均低于对照组（6.04±1.35）次/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患者舒适度比较保护膜组由于敷料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换药时

间皮肤保护膜组（10.40±1.35）min，少于敷料组（14.09±1.27）min 和对照组（12.35±1.28）

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皮肤保护膜可有效减少喉癌气管套管患者放疗皮肤损伤发生率，提高患者舒适度，减少护士

劳动时间，提高护理质量和效率。 

 
 
PD-009 

喉癌气管套管患者放疗皮肤损伤的临床研究 

 
鲁华 江静云 姜萍 热孜弯 拉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 830001 

 

目的  保护喉癌气管套管患者放疗野皮肤，降低放疗皮肤损伤发生率，提高患者舒适度，提高护理

工作效率。 

方法  选取 90 例喉癌术后气管套管放疗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3 组，对照组 28 例，敷

料组 33 例，皮肤保护膜组 29 例。对照组采用基础护理方法，即生理盐水清洁塑料套管，清洗消毒

皮肤，无菌纱布覆盖放射野皮肤并胶布固定；敷料组在基础护理后用康惠尔敷料保护放射野皮肤；

皮肤保护膜组在基础护理后用金因肽皮肤保护膜喷剂保护放射野皮肤。对比观察 3 组患者放疗疗程

结束后，放疗皮肤损伤的发生率、皮肤损伤的严重程度、患者的舒适度、放疗皮肤每日换药时间和

次数。 

结果   放疗皮肤发生率皮肤保护膜组 6.89%(2/29)和敷料组 15.15%（5/33），均低于对照组

50.00%（14/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6.75，p＜0.05）；每日换药次数皮肤保护膜组

（4.28±0.53）次/d，敷料组（4.52±0.76）次/d，均低于对照组（6.04±1.35）次/d，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Hc=32.65，p＜0.05）；患者舒适度比较保护膜组由于敷料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c=22.42，p＜0.05）；换药时间皮肤保护膜组（10.40±1.35）min，少于敷料组

（14.09±1.27）min 和对照组（12.35±1.28）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85.87，p＜0.05）。 

结论  皮肤保护膜可有效减少喉癌气管套管患者放疗皮肤损伤发生率，提高患者舒适度，减少护士

劳动时间，提高护理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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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10 

延续护理在中晚期食管癌放化疗病人中的应用 

 
热孜弯 胡江娟 叶佳 鲁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 830001 

 

目的  探讨延续护理在中晚期食管癌放化疗病人中的应用及效果。 

方法  2014 年 11 月-2015 年 9 月我院住院收治的 80 例中晚期食管癌放化疗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两个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出院时实施常规出院指导及出院 1

星期后电话回访 1 次，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延续护理 4 个月，对比两组出院后 4 个月的并发症发

生率、掌握康复知识程度与对护士工作满意度。 

结果  对比患者掌握康复知识程度、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都比对照组

要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延续护理可以让中晚期食管癌放化疗病人对护士工作满意度得到提高，降低并发症发生几

率，促进其尽早康复。 

 
 
PD-011 

CT 引导下肺癌患者放射性 125I 粒子植入发生气胸的影响因素分

析及护理 

 
王攀峰

1
 胡秀茹

1
 吴松波

1
 姜玉良

1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河北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 

 

目的 探讨 CT 引导下肺癌患者放射性 125
I 粒子植入发生气胸的影响因素，并找出针对性护理对策。  

方法回顾性研究获得两家医院放射性 125
I 粒子植入肺癌患者的病历资料。 

结果 放射性 125
I 粒子植入术后，发生气胸者 7 例，轻度气胸 5 例，中度气胸 2 例。其中 5 例患者

均无明显临床表现，2 例患者出现胸闷及咳嗽。1 例患者合并血胸。6 例患者保守治疗后好转，1 例

患者为抽气并给予胸腔闭式引流，之后好转。  

结论 CT 引导下放射性 125
I 粒子植入发生气胸的影响因素有病灶的类型和部位以及穿刺针数。术前

对病灶的类型和部位进行分析，术中尽量减少穿刺次数，尽量少地经过胸膜层数，选取合理进针点

是降低气胸发生率的重要因素；而术前评估及健康教育、术中与医生的配合，术后严密观察病情变

化是减少和预气胸发生的主要护理措施。 

 
 
PD-012 

1 例输尿管皮肤造口术后膀胱癌放疗合并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的

护理 

 
王微

1
 宋康

2
 杨萍

2
 王攀峰

1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北京大学护理学院 

 

目的 总结输尿管皮肤造口术后膀胱癌放疗合并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的护理 

方法 通过个案学习的方式，总结该病人在病房期间出现的问题，护理对策和效果，找到此类患者

的护理经验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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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此类病人应注重几个方面的护理：输尿管皮肤造口护理；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护理；疼痛的护

理。 

结论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护理措施，改病人护理效果满意。 

 
 
PD-013 

性肿瘤患者 D-二聚体水平与 PICC 置管静脉血栓形成相关性研究 

 
胡江娟 鲁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 830001 

 

目的 探讨 D-二聚体(D-dimer, D-D)水平对恶性肿瘤患者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 PICC)血栓形成的影响及预警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 158 例恶性肿瘤患者中发生血栓组与未发生血栓

组患者在 PICC 置管前 0-1 天(T0)、PICC 置管后 4-7 天(T1)D-D 水平变化 

结果  T0 时间点上，血栓组患者与非血栓组患者 D-D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 时间点上，血栓

组患者 D-D 水平较非血栓组患者明显增高(P=0.006)；与 T0 时间点相比，血栓组患者在 T1 时间点

的 D-D 水平明显增高(P=0.030)，而非血栓组患者 D-D 水平差异在两个时间点上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恶性肿瘤患者 PICC 置管后 4-7 天内检测 D-D 水平对血栓形成具有预警作用，D-D 维持高水

平状态高度提示静脉血栓发生的可能。 

 
 
PD-014 

肿瘤放疗患者抑郁水平与家庭功能相关性研究 

 
杨英珍 杨洋 丁婷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目的 了解目前肿瘤放疗患者抑郁水平，探讨其与家庭功能的相关性，寻找抑郁形成的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家庭关怀指数表和 Zung 抑郁自评量表为调查工具，选择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5 月合肥市某三甲医院确诊并符合入选条件的肿瘤放疗患者，共发放调查表 180 份，

收回 170 份，填写不完整 10 份，有效问卷 160 份。本组年龄为 23～ 85 岁，平均年龄为 56.8

岁。 

结果 160 肿瘤放疗患者抑郁水平得分（53.863±7.954）， 轻度抑郁 46 例，中度抑郁 36 例，重度

抑郁 8 例。家庭功能良好的有 146 例(91.25%)，中度障碍 13 例(8.125%)，重度障碍 1 例

(0.625%)，家庭功能总分（8.32+2.35），其中适应度（2.12+0.32）分，合作度 （1.63+0.32 分，

成熟度（1.41+0.86）分，情感度（1.87+0.51）分，亲密度（1.92+0.46）分。回归分析显示：家

庭功能对抑郁水平影响有显著统计意义，（t=1.256,p < 0.001）。有家庭功能障碍 14 例

( 8.75% )，家庭关怀总分及各维度评分与抑郁情绪均呈负相关（p<0.05）。经济状况、年龄、婚姻

和文化程度是抑郁形成的危险因素。 

结论 提升家庭成员对肿瘤放疗患者的关怀，多予亲情支持；采用优质的治疗护理路径，降低医疗

费用，减轻患者家庭经济负担，提高患者的家庭功能水平，可以一定程度降低患者抑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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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15 

19 例胸部肿瘤高龄患者放疗的护理体会 

 
戚晓芳 谢淑萍 邵秋月 沈佳琴 叶英俊 叶巧玲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目的  总结 19 例胸部肿瘤高龄患者放疗护理体会，为今后高龄肿瘤放疗患者的护理提供相关护理借

鉴。 

方法  总结了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我胸部肿瘤放疗科治疗的 19 例高龄胸部肿瘤放疗患者

的护理体会，其中肺癌 11 例，食管 8 例，均经病理明确，均无淋巴结及远处转移；且伴有基础疾

病，高血压史 9 例，口服降压药，血压控制稳定；糖尿病 1 例；脑梗史 2 例，生活基本能自理，

Barthel 评分 90 分以上；心脏病史 4 例；帕金森综合症 1 例；痛风史 1 例；饮酒者 14 例，吸烟 12

例，诊断后已戒烟酒。上述患者根据肿瘤病理类型及分期、肿瘤局部情况和患者个体情况，精准设

计放疗治疗方案，总放射剂量由 4500cGy-6000cGy 不等，其中 7 例肺癌患者采用立体定向体部放

射治疗技术放疗，每次剂量 500cGy -1000cGy，5-10 次；其余 12 例适形调强放射治疗，每次剂量

200cGy，每周放疗 5 次，25-30 次；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护理。 

结果  本组 19 例患者，因基础疾病急性发作而不能完成放疗计划 3 例（15.8%），转外院进行进一

步处理；16 例患者（84.2%）顺利完成放疗出院，随访病情稳定。16 例患者中发生肺部炎症 2 例

（12.5%），高热 1 例（6.3%），骨髓抑制 5 例（31.3%），腹泻 1 例（6.3%）均遵医嘱用药对

症处理后症状缓解。16 例高龄患者放疗前后 BMI、HB 的比较，患者存在营养状况不良风险， P 值

均＜0.05（BMI=0.009、HB=0.001），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胸部肿瘤高龄患者在行放射治疗过程中，应根据肿瘤局部情况和患者个体情况，精准设计放

疗治疗方案，提高高龄肿瘤患者的治疗适应性；加强基础疾病管理，提高高龄患者的放疗耐受性；

加强呼吸道管理、消化道管理和骨髓抑制管理，减轻放疗并发症的发生；加强高龄患者营养支持，

促进患者修复；加强高龄患者的安全管理，避免不良事件发生；通过全方位的管理，可以使高龄老

年患者安全度过治疗期，使得放疗顺利进行，提高高龄胸部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寿命。 

 
 
PD-016 

心理干预在儿童神经肿瘤放疗中的应用研究 

 
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通过对接受放射治疗的神经肿瘤患儿进行心理干预，探讨一套系统全面的儿童心理干预方

法，以提高患儿定位及治疗的配合度，保证摆位的准确率，从而提高儿童神经肿瘤的临床治愈率。  

方法：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对 9 例 3-7 岁需进行放疗的神经肿瘤患儿进行气质分型，依据不

同类型给予相应心理干预；自预约定位日期前一周，予以系统脱敏法干预：治疗开始后予以阳性强

化法干预：同时辅以：向家长宣教疾病及放疗相关知识，疏导患儿家属的焦虑恐惧情绪；考察指标

为儿童情绪状况、攻击行为、儿童脉搏变化、摆位时间、药物干预率、治疗停机率及全疗程连续

性。  

结果：9 例患儿经过放疗前心理干预后，5 例能较好配合定位并开始放疗。3 例成功定位，但在前 3

次放疗中仍存在恐惧害怕，放疗正常进行；3 次后基本缓解，可配合治疗。1 例心理干预无效，需

药物干预进行定位，放疗过程中长期伴随痛苦体验。干预前有恐惧感 9 例，干预后 4 例；干预前有

攻击行为 6 例，干预后 1 例；摆位时间 15±8min；药物干预率 11.1%；治疗停机率 11.1%；全疗

程连续性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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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我们在放疗定位及每日的治疗中，反复给予患儿系统全面的心理干预，缓解其紧张恐惧的情

绪，最后基本都能配合完成治疗；甚至调动患儿治疗的积极性，能以愉悦的心情接受治疗。因此临

床中对将接受放疗的患儿，主动采取系统全面的心理干预，能较早获得患儿及其家属的理解和配

合，提高放疗的完成度，保证治疗的精确性。我们将进一步扩大研究的病例数，深入探讨心理干预

的方法及可操作性，以期能推广应用。 

 
 
PD-017 

安徽某三甲医院肿瘤患者 PICC 院外维护现状调查与分析 

 
杜华 赵春菊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 230022 

 

目的  调查带 PICC 出院的肿瘤患者院外维护现状，为建立科学合理、便捷有效的维护模式提供依

据。 

方法  采用自制调查表，对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出院的 309 例肿瘤带 PICC 患者进行回访

调查。 

结果  60 岁以上患者所占比例最高，占 37.54%；居住地在县乡以下居多，占 53.07%；院外 PICC

维护地点以居家最多，占 34.95%，社区医院为维护盲点；院外各类并发症发生比例为 11%，不同

维护地点并发症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P﹥0.05）；计划内拔管占 81.7%，计划外拔管占 18.3%。 

结论  我国肿瘤患者治疗间歇期 PICC 维护模式尚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但学习发达国家，由受过

专业培训的护士上门为患者服务，目前还比较困难。我们应利用现有资源，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

情、科学合理、便捷有效、多种形式并存的 PICC 维护模式。优化 PICC 维护服务流程，降低

PICC 维护成本，提高 PICC 患者管路维护的依从性，降低 PICC 并发症的发生率, 为居家 PICC 患

者提供主动服务指导，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用，开展多种形式并存的 PICC 维护模式。多

种形式并存的导管维护模式，符合现行医改政策，随着医改的推进，基层卫生建设在不断加强，

PICC 置管患者也将得到全程无缝隙的专业护理服务。 

 
 
PD-018 

一例复发鼻咽癌行鼻内镜联合 CT 引导放射性碘 125 粒子植入手

术护理 

 
范京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总结 1 例鼻咽癌左侧后鼻孔复发患者行鼻内镜联合 CT 引导下放射性 125I 粒子植入术的护

理，根据手术部位特点、护理难点，我们采取了鼻内镜和 CT 联合引导、1%丁卡因及 1%麻黄碱纱

条填塞局部麻醉收缩鼻甲、负压吸引及时清理鼻腔、手术器械安全管理等针对性医疗和护理措施。

经严谨的手术配合、细致的观察护理保障患者顺利接受治疗，安全完成手术。放射性 125I 粒子植

入治疗肿瘤在临床上已广泛应用，对不能手术及放疗后复发的鼻咽癌疗效肯定［1］。CT 引导下放

射性粒子植入术创伤小、定位精确度高、三维空间成像［2］，配合鼻内镜实时监控引导穿刺，解

决了再程放疗周边剂量超量和引发出血的风险，实现了对复发鼻咽癌的挽救治疗。 

方法 2014 年 12 月 2 日我科成功收治一例鼻咽癌放射治疗同步化疗，后给予 TP 方案化疗 2 周期 1

年后复发，当地医院二程放疗后转入我科行放射性粒子植入术的患者。常规手术路径穿过鼻甲，因

鼻甲毛细血管网丰富易引发出血，我科采取了鼻内镜联合 CT 引导下粒子植入手术。术前给予 1%

丁卡因和 1%麻黄碱纱条填塞，局部麻醉、收缩鼻甲，而病变的变化轻微，提高了鼻腔病变的 CT

诊断质量［3］。负压真空垫将患者固定体位，利用螺旋 CT 行头部扫描，扫描层间距 5mm，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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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影像在皮肤表面进行标记点定位，再对病变部位进行 CT 扫描，将扫描图像传送到计算机三维

治疗计划系统（TPS），三维重建，实施放射性粒子治疗计划，依治疗计划确定穿刺角度与进针路

径，鼻内镜引导从鼻甲旁插植穿刺针，避开邻近危险器官，如神经、血管等,CT 验证植入针位置,依

术中计划排布粒子，再行 CT 扫描，将扫描图像传送到计算机三维治疗计划系统（TPS）行术后验

证，D90 为 99 Gy。结果 患者经严谨的手术配合、细致的观察护理使手术顺利，出血少。 

结论 鼻内镜联合 CT 引导增加了手术的安全性和准确性，专业的护理可以协助手术医师顺利完成手

术。 

 
 
PD-019 

宫颈癌患者腔内后装治疗的护理体会 

 
何晓阳 

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 061000 

 

目的 探讨宫颈癌患者腔内后装放疗的护理对提高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对在我院行接受腔内后装治疗的 54 例宫颈癌患者的心理和治疗前后的护理，以及常见并发症

的预防和护理的方法及经验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通过医生与护士的配合，54 例宫颈癌患者均顺利的完成了全部诊疗计划，并且有效地帮助患

者减轻了急性放射性肠炎和放射性膀胱炎的反应。 

结论 腔内后装治疗是治疗宫颈癌的主要方法之一，疗效肯定，结合患者的心理和治疗前、中、后

的全程护理及并发症的预防，效果理想，降低对周围组织的损伤，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所以制定完

善的护理计划能帮助患者减轻精神压力，增强生活的勇气及战胜疾病的信心。  

 
 
PD-020 

经胃造瘘管与鼻胃管行营养支持对鼻咽癌放疗患者的影响  

 
朱水秀 王燕 徐德静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观察鼻咽癌患者调强放疗置入胃造瘘导管与鼻胃管在整个放疗期间对患者营养状况、舒适度

的影响以及护理要点。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入住我科的 40 位确诊为鼻咽癌患者，根据患者的意愿及经

济状况随机分为胃造瘘组和鼻胃管组。比较比较两组患者放疗后的体重、体质指数（BMI）、血红

蛋白（HGB）、血清白蛋白（ALB）、淋巴细胞计数（LYM）以及放疗前后患者生活舒适度的改变

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放疗前后的体重、体质指数（BMI）、血红蛋白（HGB）、血清白蛋白（ALB）、

淋巴细胞计数（LYM）无明显差异（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置入胃造瘘导管进行营养支持

的患者舒适度明显高于置鼻胃管者（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鼻咽癌患者调强放疗置入胃瘘导管与鼻胃管在整个放疗期间对患者营养状况影响没有显著性

差异，置入胃瘘导管对患者造成的痛苦更小，可改善舒适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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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21 

综合护理干预对放疗患者家属焦虑的影响 

 
王亚欣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探索综合护理干预对改善放疗患者家属焦虑的效果。 

方法 选取某三甲医院放疗科室行放疗的 100 名患者家属作为研究对象，1 名患者选择一名家属。

两组研究对象之间的性别、年龄、职业、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等一般情况经分析无统计学差异（P

＞0.05）。 按随机数字表分为观察组（n=50）和对照组（n=50），在入院当天和入院一周后让患

者家属填写焦虑自评量表（SAS）。对照组给予一般护理指导，家属有问题耐心解答。观察组除一

般护理指导外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护理干预：①环境干预  ②认知干预  ③心理干预  ④生活干

预 。将所得数据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均值和标

准差形式表示，采用ｔ检验，检验水准 α 取 0.05。 

结果 干预前两组研究对象 SA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 SAS 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可以改善放疗患者家属的焦虑状况，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PD-022 

扶正敛汗腋对放疗期间自汗盗汗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徐德静 鲍婷婷 

江苏省肿瘤医院 10279525 

 

目的  观察扶正敛汗液外敷对肿瘤放疗期间自汗盗汗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于某三甲肿瘤医院放疗科住院的患者中选取放疗期间出现自

汗、盗汗的患者 70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试验组（n=35）和对照组（n=35）。治疗过程

中，对照组有 1 例患者因自觉症状改善，不愿继续服用生脉胶囊而提前退出研究，其余 69 例患者

均完成 2 个周期的治疗。自放疗开始后，患者主诉盗汗开始分配入组。试验组：取 3ml 扶正敛汗液

充分浸湿棉球，药液温度以 40 度左右，将棉球置于患者脐部，外覆一次性胶贴敷贴固定。每天换

药 2 次，5 天为 1 疗程。100ml 扶正敛汗液中含沙参 10g、黄芪 30g、麦门冬 12g、五味子 5g、白

芍 12g、生地 12g、川桂枝 5g。对照组：给予生脉胶囊 3 粒，每日三次，5 天为 1 个疗程。治疗时

间均为 2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后比较治疗前后两组生活质量、身体功能状态、自汗盗汗近期疗效

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评估用药安全性。 

结果   治疗 2 个疗程后，试验组患者生活质量状况明显高于对照组( P＜ 0.05) ，QLQ-C30 功能分

量表中的情感功能、认知功能、社会功能分值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P＜0. 05)，整体健康

状况和症状量表中的乏力、恶心呕吐、疼痛、食欲不振、便秘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P＜

0.05)。试验组患者 KPS 评分提高 15 例，稳定 16 例，降低 2 例，临床获益率为 88.57％；对照组

患者 KPS 评分提高 10 例，稳定 13 例，降低 11 例，临床获益率为 67.65％。两组患者临床获益率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4.73，P=0.026）。经 2 个疗程治疗后，试验组 18 例达治愈，14 例达

好转，有效率为 91.43%；对照组 16 例达治愈，12 例达好转，有效率为 85.29%。经 χ
2检验，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11.26，P=0.734），提示在控制自汗盗汗的近期疗效方面，两组治疗方式之

间无明显差异。两组在治疗期间均未发生不良反应。 

结论   运用扶正敛汗液具有益气固本， 收敛止汗的功效，可治疗肿瘤放疗期间自汗盗汗，改善健康

状况，提高生活质量。此外，中药外敷由于方便、无创、副作用小、价格低廉更具有独特优势。因

而，运用中药外敷治疗肿瘤患者自汗盗汗的相关研究，将是中医治疗自汗盗汗领域的发展方向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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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23 

加味四物汤辅助治疗 64 例急性放射性肺炎的临床对比研究 

 
曹玲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目的 放射性肺炎是严重的放疗副反应，也是临床治疗的难点。观察并分析加味四物汤辅助治疗急

性放射性肺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并纳入符合入组条件的放疗后患者，随机顺序由 SARS 统计软件产生，并制做成随机信

封，依此将 64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及试验组。对照组主要采用甲泼尼龙 40-80mg 静滴，

每日 1-2 次，病情好转后逐渐减量。治疗 15 天后改为地塞米松片口服，每日两次，3 周左右停

药。治疗组在对照组使用药物的基础上使用加味四物汤。比较两组临床症状及影像学的缓解情况，

并观察使用加味四物汤的毒性反应。 

结果 自 2012 年 4 月至 2016 年 1 月，共入组急性放射性肺炎患者 64 例，对照组和试验组均 32

例，其中男性 38 例，女性 26 例，中位年龄 48（28-67）。中位随访时间 8 个月（6-12 个月）。

研究发现对照组近期临床症状得以改善的有 25 例（78.13%），而试验组达 30 例（93.75%），具

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06）。对照组中有 5 例患者（15.62%），而研究组中有 7 例患者

（21.88%）达到了影像学的 CR。研究组的有效率（CR+PR）较比对照组有所升高（90.63% VS 

71.87%），但未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5）。研究组中有 1 例患者出现轻度恶心，无呕吐；1

例患者出现轻度腹泻，未行处置后，3 天内不适症状均有缓解。  

结论 加味四物汤可以改善肿瘤患者放疗后急性放射性肺炎的近期临床症状及影像学疗效，且不良

反应轻微。 

 
 
PD-024 

临床路径在鼻咽癌患者放疗护理中的应用 

 
李俊伟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476100 

 

目的 探讨临床路径在鼻咽癌患者放疗护理中的应用。 

方法 选择 2015 年 2 月～2016 年 1 月在我院住院的采用放射治疗的鼻咽癌患者 48 例，随机分为两

组，对照组 24 例，观察组 24 例。对照组实施基本护理，观察组在基本护理上采用临床路径管理。

比较两组患者护理能力、生活质量、自我保健、健康知识掌握度、家属满意率等指标。 

结果 与对照组各个指标比较，5 个指标得分均大于观察组，差异有显著意义(P<0.05)。 

结论 临床路径护理有利于采用放射治疗的鼻咽癌患者早目康复，改善护患关系，值得临床推广。 

 
 
PD-025 

肺癌合并上腔静脉综合征放化疗后行静脉通路选择的护理体会 

 
殷利 梁海鑫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报告 1 例肺癌合并上腔静脉综合征放化疗后行 PICC 置管，再次发生上腔静脉综合征导致 PICC

非计划性拔管的护理体会。包括上腔静脉综合征的原因分析、治疗方法及上腔静脉综合征治疗后的

静脉通路的选择建议。认为既往有上腔静脉综合征的肺癌患者在解除了上腔静脉综合征症状后仍需

选择下肢静脉进行治疗，置管评估应更谨慎，避免非计划性拔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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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26 

康复新湿敷法对防治鼻咽癌急性放射性皮炎的临床效果观察 

 
梁海鑫 殷利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康复新湿敷法对于防治鼻咽癌急性放射性损伤的防护效果。 

方法  选取 60 例入院接受放射性治疗的鼻咽癌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分别采取

康复新湿敷法和外喷法，治疗结束后对急性放射性皮炎发生情况、发生程度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皮肤急性放射性损伤发生情况和发生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护理人员应该高度关注和重视鼻咽癌放疗患者放射性皮肤损伤的发生，康复新湿敷法在防治

鼻咽癌急性放射性皮炎的临床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PD-027 

新鲜果蔬汁预防鼻咽癌放射性口腔粘膜反应的疗效观察 

 
刘蓉 

江西省肿瘤医院 330029 

 

目的  总结鼻咽癌患者在放疗期间口腔黏膜反应的干预措施，为预防或减轻鼻咽癌患者放疗期间的

口腔黏膜反应提供护理依据。 

方法  将 56 例鼻咽癌接受住院放射治疗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28 例,对照组 28 例, 对照组给予常

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含服混合新鲜蔬菜水果汁，比较两组病人的护理效果。 

结果  观察组病人口腔粘膜反应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早期开始并坚持含服混合新鲜蔬菜水果汁可明显降低患者的口腔黏膜反应程度,提高治疗的效

果，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PD-028 

食管癌患者螺旋断层精确放疗的心理护理 

 
吕东阳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对食管癌患者实施 TOMO 放疗时精确度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3 月在沈阳军区总医院行 TOMO 放射治疗的 50 例食管

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其随机分成心护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心护组患者常规护

理的基础上实施心理护理，对两组体重减轻数与摆位误差进行比较与记录。 

结果  心护组患者的体重减轻数与摆位误差均小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加强食管癌患者放疗时的心理护理，可提高治疗的顺应性及精确性，并改善患者出现的不良

反应，以达到精确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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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29 

儿童颅内生殖细胞瘤放化疗期间的安全隐患与护理干预 

 
江庆华 杨芮 李华春 白洪芳 彭姗姗 曾万琴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颅内生殖细胞瘤（ｇｅｒｍ ｃｅｌｌ ｔｕｍｏｒｓ，ＧＣＴｓ）是一 种少见的颅内胚胎性肿

瘤，儿童和青少年是其高发 人群，ＧＣＴｓ 占儿童恶性肿瘤的 ３％［１，２］。颅内生殖细胞瘤

对放射治疗非常敏感，通常采用全脑全脊髓预防性照射+局部肿瘤区域推量照射技术,5 年存活率可

达 9 0%以上。也有众多学者认为放化疗联合治疗是最佳治疗方案[3]。由于儿童认知与表述能力限

制、特殊部位颅脑病变所导致的临床症状、放疗化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故治疗期间存在一系

列安全隐患如窒息、坠床跌倒、走失、化疗药物渗漏、血象下降、放射野皮肤破损、中心静脉导管

脱落等，一旦发生会给患儿及家属带来新的痛苦，也易引发医疗纠纷。这就对护理工作提出了严峻

挑战。2010 年 1 月-2016 年 7 月我科收治了 10 例颅内生殖细胞瘤患儿，医护共同对放化疗期间安

全隐患进行评估与护理干预，取得较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PD-030 

护理干预在食管癌患者放疗中的多因素分析 

 
郭艳璟 沙静瑶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目的  探究护理干预在食管癌患者放疗中的应用体会。  

方法  选取 2013 年 2 月至 2014 年 3 月于我院肿瘤科确诊为食管癌并进行放射治疗的患者 78 例，

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各 39 例。给予对照组临床常规护理治疗，实验组采用针对性护理干预方

案，对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患者满意度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经过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后，实验组患者中无并发症出现，对照组出现 7 例不同程度的并发

症，P＜0.05。实验组患者满意度为 93.2%，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69.8%，P＜0.05。  

结论  对患者食管癌患者放疗采用针对性的护理干预后，并发症得到有效控制，患者对护理工作满

意度较高，显著促进了疾病的康复，改善医患关系，值得推广采用。 

 
 
PD-031 

集束化干预措施在放疗科肿瘤患者 PICC 导管维护中的应用 

 
罗占林 刘晶晶 孙斐 丁婷婷 高彩凤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探讨集束化干预措施在放疗科肿瘤患者 PICC 导管维护中的应用。 

方法 进行集束化干预培训，加强手部卫生及无菌操作管理，扩大皮肤消毒范围，增加无菌屏障，

规范维护程序，做好患者宣教。 

结果 实施集束化干预措施后，PICC 并发症发生率从 34.28%下降为 5.71%（P<0.01）。 

结论 集束化干预措施可以有效降低放疗科肿瘤患者 PICC 导管穿刺点红肿、静脉炎、皮肤过敏反应

和堵管的发生率，从而提高了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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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32 

老年食管癌放疗患者饮食健康指导临床分析 

 
王玉龙

1
 蔡方

1
 霍霄鸥

1
 冯炎

2
 

1.山西省太原市中心医院 

2.复旦大学医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食管癌在我国的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的太行山南侧地区其发病率较高，是我省较常见的

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常见临床症状早期为吞咽食物哽咽感，胸骨后不适或闷胀，食管内异物感，

咽喉干燥及紧缩感，食物通过缓慢并有滞留感；中晚期为进行性吞咽困难，伴有胸背痛或后背发沉

不适，或伴有声音嘶哑等。食管癌放射治疗具有中度敏感性，老年患者体弱合并症多，放射治疗是

食管癌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1]。食管癌放疗疗效较显著、生存期较长，但因肿瘤消耗及不同程度的

进食困难和放疗引起的毒副作用导致患者营养不良，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食管癌患

者放疗中营养不良状况更加明显，合理充分的营养支持、健康指导，对促进患者放疗后恢复、减少

并发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显得尤为重要[1]。我科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7 月对 36 例老年食管癌

患者行放疗中饮食、健康指导及体会，进行临床总结，现报道如下。 

 
 
PD-033 

制霉菌素联合金因肽治疗急性放射性口腔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张翠影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750004 

 

目的  观察制霉菌素溶液联合金因肽治疗急性放射性口腔炎的疗效。  

方法  将 46 例放疗过程中出现了 2 级及以上放射性口腔炎的头颈部肿瘤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

照组各 23 例，试验组：三餐后用碳酸氢钠、呋喃西林交替漱口，充分清洁口腔后，将金因肽均匀

喷洒于口腔粘膜糜烂处，半小时后予以 10 万 U/ml 的制霉菌素溶液涂抹口腔粘膜炎表面。对照组：

三餐后用碳酸氢钠、呋喃西林交替漱口，充分清洁口腔后，将金因肽均匀喷洒于口腔粘膜糜烂处。

对 2 组患者放射性口腔炎治疗效果的评价标准 ①显效:口腔黏膜白斑或溃疡明显消退，仅有轻度充

血而不影响其进食普通饮食；②有效:口腔黏膜表现为中度充血，可出现轻度点状白斑，溃疡面积

缩小、数目减少，能进食流食/半流食；③无效：口腔粘膜白斑或溃疡面积无缩小或较前增大，或

数目增多，红肿加重。 疼痛 NRS 评分： 0 分无痛； 1~3 分轻度疼痛( 疼痛不影响睡眠 ) ； 4~6 分

中度疼痛； 7~9 分重度疼痛 ( 不能入睡或睡眠中痛醒 )；10 分剧痛。疼痛减轻疗效评定：显效：疼

痛评分降低 ≥4 分；有效：疼痛评分降低 1~3 分；无效：疼痛分级无降低或较前增加。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0.0 进行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结果  试验组溃疡愈合达显效者 10 例，有效者 12 例，无效者 1 例，总有效率 95.6% ，对照组显效

者 5 例，有效者 8 例，无效者 10 例，总有效率 56.5% 。试验组疼痛减轻达显效者 15 例，有效者

8 例，总有效率 100% ，对照组疼痛减轻显效者 3 例，有效者 10 例，无效者 10 例，总有效率 

56.5% 。 将试验组与对照组溃疡愈合总有效率进行比较，X
2
=9.678,P=0.002,试验组患者溃疡愈合

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试验组和对照组疼痛减轻总有效率进行比较，X
2
=12.778,P<0.001，试

验组患者疼痛减轻总有效率较对照组显著提高。 

结论  制霉菌素联合金因肽对放射性口腔炎有较好的治疗和止痛效果，有效的减轻了头颈部肿瘤患

者放疗的痛苦，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保证患者放疗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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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34 

头部放疗致口腔黏膜炎的饮食护理 

 
史孟茹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00 

 

目的  研究头颈部放射治疗中采取的饮食护理，已减轻放射治疗致口腔黏膜反应所带来的影响治疗

效果及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  选取需进行头颈部进行放射治疗的患者 60 例，随机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所采用的饮

食为综合饮食，对照组则不予饮食干预。与放疗后分次对口腔黏膜进行评估。 

结果  干预组口腔黏膜炎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结论  综合饮食护理的实施能够减轻放射治疗的毒性反应。 

 
 
PD-035 

鼻咽癌放疗患者咽拭子筛查病原菌及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解鹏 周瑾 尹丽 郭文杰 何侠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筛查出鼻咽癌放疗患者医院感染的病原菌种类，分析其特点，并探讨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1. 收集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在我院放疗科拟行治疗的经病理确诊的初治鼻咽癌患者

40 例，统计一般资料，筛选出高危患者，高危因素包括年龄、性别、肿瘤分期、基础疾病（如糖

尿病、高血压、肺部疾病等）、局部症状（如有无鼻塞、脓涕等、近期发热情况）、是否合并化疗

及靶向治疗；半月内应用过抗生素者排除。2. 患者入院后于放疗前行咽拭子培养，连续培养三天，

并记录培养结果，诊疗过程中密切监测患者口咽部情况，一旦出现感染症状，即行咽拭子检查，在

没有培养出致病菌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初次筛查的药敏结果作为经验性使用抗菌药物，并根据患者

临床症状及时送检；若患者无口咽部感染症状，则分别于入院两周、四周及出院时各行咽拭子培养

连续 3 次。3. 资料汇总与分析：入组患者填写个案登记表，感染患者需另外填写感染登记表，所有

资料在案例登记表的基础上，输入 EXCEL 表, 运用 EXCEL 统计表，进行计算。分析菌谱、药敏情

况及与高危因素之间的关系，提出干预措施。 

结果  40 例患者共分离出病原菌 92 株，其中革兰氏阳性菌 47 株（51%），主要为金黄色葡萄球

菌；革兰氏阴性菌 13 株（14%），主要为肺炎克雷伯菌、大肠杆菌、鲍曼不动杆菌等；真菌 32 株

（35%），均为白假丝酵母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包括患者年龄、基础疾病、住院天数、放疗剂量、

是否合并化疗及靶向治疗等。 

结论  鼻咽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极易发生医院感染，而其中以口腔感染及呼吸道感染为主，主要原

因是放射线对口腔及咽喉部黏膜细胞造成损伤，形成放射性溃疡，加上患者免疫抵抗力下降，放疗

期间很容易发生医院感染，包括细菌感染和真菌感染。另外，由于放射治疗过程中唾液腺受到不同

程度的照射，导致唾液腺萎缩，唾液分泌量减少，从而导致口腔干燥、pH 下降，对口腔黏膜的保

护作用减弱，易发生条件致病菌的失衡。鼻咽癌治疗中除了放疗，多数情况需联合化疗，患者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口腔放射性损伤，破坏口腔黏膜后，化疗药物既抑制口腔黏膜增生又直接破坏口腔黏

膜屏障，并且抑制机体免疫系统，增加医院感染的发生率。放疗过程中需加强对口咽黏膜及照射野

皮肤的护理，加强鼻咽部冲洗，重视早期病原学诊断，合理使用抗菌药物，预防和减少医院感染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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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36 

重型颅脑损伤亚低温治疗的观察与护理 

 
张引 

四川省第二人民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亚低温治疗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效果及临床护理方法。 

方法  通过对 45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实施亚低温治疗，观察治疗过程中的并发症、死亡率。并与未

使用亚低温治疗的 45 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作简要对照。 

结果  亚低温治疗组死亡率明显低于未使用亚低温治疗组，使用亚低温治疗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预

后明显优于未使用者。 

结论  加强对亚低温治疗患者的护理，可提高治愈好转率, 降低死亡率。 

 
 
PD-037 

8 例鼻肠管意外脱管的原因分析与防范护理 

 
朱科第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探讨食管癌放疗患者发生鼻肠管意外脱管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护理措施。 

方法  对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3 月共 422 例在本科行食管癌放疗并留置鼻肠管患者中发生意外脱

管的 8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 8 例出现意外脱管的情况中，患者带有主观意识自行拔出 3 例，夜间患者翻身导致脱管 2 例，

管喂过程中因管道被其他物品牵绊或因重力牵拉发生脱管 3 例。 

结论 针对鼻空肠管滑脱原因制定相应护理措施、加强临床上管道护理措施的完善和营养管道的护

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流程化会减少导管意外脱管的发生。 

 
 
PD-038 

电子镇痛泵用于肿瘤晚期患者的疗效观察 

 
何怡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00 

 

目的  观察电子镇痛泵在晚期癌痛患者中的镇痛效果。 

方法  2013 年 08 月至 2013 年 12 月将 40 例癌痛患者按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两

组，各 20 例，治疗组应用电子镇痛泵持续静脉给药，对照组根据吗啡药物的半衰期遵医嘱采用吗

啡 10mg， Q6h 肌肉注射给药。然后分别观察治疗组和对照组的疼痛缓解程和不良反应。 

结果  治疗后两组评分均有改善，但治疗组改善更优于对照组，不良反应少。 

结论  电子镇痛泵在晚期癌痛患者中镇痛效果好，它大大提高了癌痛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且安全性

高，可作为肌肉注射吗啡无效时的―四阶梯‖新型治疗手段，值得在临床工作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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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39 

视频宣教对鼻咽癌患者放疗期间功能锻炼依从性的护理探讨 

 
于晓燕 徐德静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鼻咽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调强放疗目前已成为治疗鼻咽癌的主要手段，但放疗会引起放射性损伤, 

轻者可表现为张口困难和颈部活动受限, 重者可能致残。据报道, 鼻咽癌放疗期间正确地进行功能锻

炼是预防放射性损伤的有效方法, 可减少颞颌关节及颈面部肌肉纤维化, 有效地预防张口困难, 提高

病人生活质量。 

目的  探讨视频宣教在鼻咽癌患者放疗期间提高患者功能锻炼依从性及减少放疗并发症的护理效

果。 

方法  选取鼻咽癌放疗患者各 60 例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取常规宣教方法。将鼻咽癌功能锻

炼的方法用文字的形式悬挂在病区的宣传栏内,由病人自己阅读与理解。观察组采取视频宣教。视

频材料为我科拍摄的―头颈部放疗患者功能锻炼演示操‖，视频播放时间 20 分钟。在每周一、 三、 

五 16: 00 由专门的护士组织鼻咽癌患者到功能锻炼室,运用投影仪播放视频，由一位护士带领病人

一起做, 保证每位病人都掌握功能锻炼操。每周二、四由管床护士督促患者完成锻炼。比较两组患

者功能锻炼的依从性和锻炼方法掌握情况，并在随访期间统计两组患者出现并发症。使用统计学分

析采用统计软件 SPSS 18. 0 进行 x2 检验和 t 检验。患者功能锻炼依从性采用 Ri di t 分析。 

结果 采用 Ridit 分析比较结果显示，对照组功能锻炼依从性较对照组差，统计学意义明显；对照组

健康知识掌握率低于观察组掌握率；随访期间对照组张口困难、颈部活动受限患者人数均多于观察

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视频宣教片的应用在提高鼻咽癌患者功能锻炼依从性作用明显，使患者掌握正确的锻炼方法,

能够加强患者的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及家属了解锻炼的重要性，对减少放疗并发症有重要的临床意

义。 

 
 
PD-040 

多元化护理在鼻咽癌放疗患者功能锻炼中的应用 

 
曹丹 龚芬芳 陈晓芳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探讨多元化护理干预对提高鼻咽癌患者的功能锻炼依从性的效果研究。 

方法 将进行放射治疗的 160 例鼻咽癌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患者各 80 例，对照组实

施常规功能锻炼护理干预，观察组实施多元化护理干预，即建立健康教育专科护士小组，在常规护

理的基础上对患者进行护理干预，干预分为心理干预、认知干预、行为干预及家庭干预，比较两组

患者功能锻炼的依从性及并发症的情况。 

结果  通过比较可以得出，观察组的功能锻炼依从性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观察组的并发症情况轻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多元化护理干预可以有效地提高鼻咽癌患者的功能锻炼依从性，从而减少放射治疗并发症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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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41 

癌症患者对口服止痛药认知及依从性的调查研究 

 
陈世梅 殷利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了解癌痛患者对口服止痛药物依从性的影响因素，提高癌痛患者口服止痛药的依从性，达到

更好的止痛效果，提高癌痛患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  以问卷形式对 120 例住院癌性疼痛患者进行癌症患者对止痛药物的认知情况调查，使用止痛

药的过程中是否按照医嘱服药及影响因素等。 

结果  癌痛治疗方面的某些错误观念致使目前癌痛控制情况并不理想，同时癌症患者对护理的需求

也是多方面的。 

结论  癌痛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医护人员应积极的做好患者及家属的健康教育，加强癌症

止痛知识的宣教，纠正患者的错误观念；提高患者对按时服用止痛药的重要性的认识；制订个体化

的癌痛治疗，护理方案，有针对性的进行护理干预，降低患者的疼痛程度，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 

 
 
PD-042 

饮食护理干预在不同营养途径中对食管癌患者放疗期间营养状况

及不良反应的影响 

 
张芳芳 袁玲 汪娟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探讨不同营养途径包括直接经食管与间接经鼻饲、胃造瘘进食，静脉营养支持的食管癌患者

在放射治疗过程中的护理措施对患者的营养状况及不良反应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一年来放射治疗的 45 例食管癌同期放化疗患者给予不同的营养支持方式，

其中肠内营养组患者 12 例，施行早期肠内营养（鼻饲+肠造瘘）+常规饮食；常规饮食组患者 33 

例，早期予单纯的常规饮食，在放疗后期，由于不良反应影响进食时增加静脉营养。比较两组患者

营养状况及不良反应。 

结果  放疗前行鼻饲或食管造瘘患者在放疗过程中依从性好，放射性食管炎能更好的控制，未发生

食管穿孔及食管气管瘘等重大放疗并发症。 

结论  放疗前行鼻饲或胃造瘘的食管癌患者及后期经 PICC 管给予静脉营养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注重对患者的心理护理、饮食及放疗并发症护理，主动的护患沟通，可减轻放射损伤，降低食管穿

孔及食管气管瘘的几率，延长患者生命，提高其生活质量。 

 
 
PD-043 

肿瘤放疗患者 PICC 致静脉血栓形成的回顾性分析 

 
马慧珍 李倩 何慧娟 魏丽丽 范佳佳 赵晓宁 

解放军第 306 医院 100101 

 

目的  探讨肿瘤放疗患者置入 PICC 发生静脉血栓的相关因素  

方法  对我院放疗科 2013.1—2016.2 接受 P1CC 置管的 256 例肿瘤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

SPSS 17.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先进行单因素卡方检验或 t 检验，再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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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发生血栓 12 例，未发生血栓 425 例，发生静脉血栓的概率为 2.74%。患者的性别、年龄、

疾病类型、PLT，D-二聚体指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穿刺静脉和治疗药物对 PICC

相关性静脉血栓的发生的影响有差异（P<0.05）。 

结论  穿刺静脉的选择和治疗药物的种类与 PICC 相关静脉血栓的发生密切相关。因此，选择合适

静脉血管进行导管置入有助于降低 PICC 相关性血栓发生，同时，在使用 PICC 导管时，应密切关

注患者的治疗用药，详细评估，进行个体化护理，从而有效降低 PICC 相关静脉血栓发生率，提高

服务质量，确保患者安全。 

 
 
PD-044 

健康教育路径在鼻咽癌放疗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汪娟 袁玲 庄羽 方丽 张芳芳 韩燕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比较健康教育路径在鼻咽癌放疗患者护理中的实施效果。 

方法  采用使用前后对照研究，共 40 例患者，前 20 例入对照组，后 20 例入试验组。在放疗第 5

次照射、第 20 次照射及第 35 次照射后发放患者功能锻炼评价表、患者满意度调查表来进行比较。 

结果  在放疗第 5 次、放疗第 20 次及放疗第 35 次的评价中，试验组的功能锻炼执行情况明显高于

对照组的执行情况。试验组的患者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的患者满意度。 

结论  应用健康教育路径在护理鼻咽癌放疗患者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PD-045 

集束化心理管理在肿瘤首次放疗 

 
匡雅娟 汪春雨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400030 

 

目的  探讨分析对肿瘤首次放疗患者实施集束化心理管理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放疗科收治的首次放疗的肿瘤患者共 156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各 78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模式下的心理干预。观察组患者在进行常规心理干预的

前提下，实施集束化心理管理。比较分析两组患者在生存质量、心理状态、护理满意度、健康信念

及遵医行为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结果  满意度方面，对照组总满意率为 92.3%，观察组为 98.7%；心理痛苦评分测评结果表明观察

组患者心理状态改善程度更大；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中部分功能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健

康信念、遵医行为均优于对照组，各项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集束化心理管理能够帮助肿瘤首次放疗患者更好的改善情绪状态，配合治疗，提高依从性，

提升对护理满意程度，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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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46 

多元化健康教育模式对鼻咽癌放疗患者张口锻炼依从性的 

效果观察 

 
方丽 袁玲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探讨不同健康教育模式对鼻咽癌放疗患者张口锻炼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将在我科行放射治疗的 63 例鼻咽癌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32 和观察组 31 例。对照组按常规

护理模式进行张口锻炼指导；观察组采用不同健康教育模式进行张口锻炼指导。观察两组患者在放

疗期间和放疗结束后 3 个月张口锻炼依从性和张口困难程度。 

结果  放疗期间和放疗结束后 3 个月观察组患者的张口功能锻炼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张口困难

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P<0.01）。 

结论  采用多元化健康教育模式能有效提高鼻咽癌放疗患者的张口锻炼依从性，降低张口困难的严

重程度，促进患者康复。 

 
 
PD-047 

脑胶质瘤患者放疗期间的护理体会 

 
庄羽 袁玲 汪娟 方丽 张芳芳 韩燕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观察并分析脑胶质瘤术后放射治疗中的护理方法及临床价值。 

方法   手术治疗后的脑胶质瘤患者，放射治疗中的运用护理方法减轻放疗副作用。 

结果   20 例患者放疗中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头痛、恶心及呕吐等症状，经相应护理后症状缓解。 

结论   脑胶质瘤患者有很高复发率，在放射治疗过程中，很多患者会因种种原因产生不同程度副反

应，因此，在患者放疗的过程中，护士要对患者实施干预性护理，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患者

身体功能状况和整体生活质量。 

 
 
PD-048 

延续护理在鼻咽癌放射治疗后张口困难中的应用 

 
张辉毓 王秋临 宋素婷 刘晓宇 汪春雨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400030 

 

目的  探讨延续护理在鼻咽癌放射治疗后张口困难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我科鼻咽癌进行根治性调强放疗出院的患者 132 例，随机分

成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6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的出院护理指导，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延续

护理，比较 2 组张口困难发生情况。 

结果  护理干预前，两组患者张口间距无明显差异，两结果无显著统计学差异（t =0.63，

P>0.05），护理干预 2 年后，观察组患者张口间距（3.20±1.13）cm 明显大于对照组

（2.54±0.15）cm，两组结果有显著统计学差异（t =3.30，P<0.05）；根治性放疗 2 年后，观察组

患者张口困难发生率（37.88%）明显低于对照组（57.57%），两组结果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t=1.9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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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延续护理，患者张口锻炼依从性增加，有效预防鼻咽癌放疗后张口困难的发生，其效果

显著，值得在临床上应用和推广。 

 
 
PD-049 

药盐包治疗乳腺癌放疗期肩关节疼痛的临床观察 

 
祁海燕 马小琴 刘锐锋 

甘肃省肿瘤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中药热盐包对乳腺癌术后放疗期肩关节疼痛患者的护理效果。 

方法 选择 2015 年 09 月－2016 年 01 月甘肃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66 例乳腺癌术后放疗期肩关节疼痛

的患者，随机分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3 例。对照组患肢常规做爬墙、肩关节旋转训练及拉环运动，

观察组用药盐包加热外敷肩部后患肢常规做爬墙、肩关节旋转训练及拉环运动。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进行比较，观察组患者疼痛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满意程度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中药热盐包能明显缓解乳腺癌术后放疗期肩关节疼痛，提高了乳腺癌放疗患者的生活质量，

且经济实用，值得临床推广。 

 
 
PD-050 

有效沟通在恶性肿瘤放射治疗患者中应用思考 

 
马小琴 李凤菊 徐丽君 

甘肃省肿瘤医院 730050 

 

目的  总结沟通在恶性肿瘤治疗中对患者心理和预后的影响。 

方法  总结患者 20 年临床护理工作中沟通的方法、沟通的技巧及沟通失败的原因，最终总结有效沟

通对患者肿瘤治疗放疗所产生作用。 

结果  有效沟通技巧包括仪容仪表、换位思考、因人而异、‗‘尊重患者等方法。沟通方式方面包括语

言沟通、非语言沟通、书面沟通，并注重提高自身素质。 

结论  当患者遇到较大的心理打击时，会产生失落、沮丧、悲哀等反应。尤其是恶性肿瘤放射治疗

的患者，放射治疗时间长，费用昂贵，心理压力大，护士可鼓励患者及时表达自己的悲哀，允许患

者独处。还可应用鼓励、发泄、倾听、沉默等技巧表示对患者的理解、关心和支持，多陪伴患者，

使其尽快度过悲哀，恢复平静。 

 
 
PD-051 

护理干预对螺旋断层放射治疗多发脑转移瘤影响 

 
陈俏 张晓丹 

空军总医院肿瘤放疗科 100142 

 

目的 分析螺旋断层放疗治疗多发脑转移瘤患者经护理干预的效果。 

方法  31 例多发脑转移瘤患者在放疗前、中、后  期进行护理干预。 

结果 31 例均顺利完成整个放疗，治疗结束后临床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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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组 31 例脑转移瘤患经有效的护理干预，最大限度的减少放疗副作用的发生，使患者可耐受

并能积极配合，从而使放射治疗顺利进行，以致稳定病情，减少并发症发生，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

量。     

 
 
PD-052 

护理干预对减少头颈部放疗患者口腔并发症的效果评价 

 
张晓丹 

空军总医院肿瘤放疗科 100142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头颈部放疗患者口腔并发症的影响。 

方法  将 58 例首次头颈部放疗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 29 例和对照组 29 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

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护理干预。 

结果  实验组在口腔黏膜反应和放射性张口困难均明显轻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进行系统的护理干预能减少头颈部放疗患者口腔并发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D-053 

乳腺癌术后放疗的护理与健康指导 

 
张晓丹 

空军总医院肿瘤放疗科 100142 

 

目的 探讨乳腺癌术后放疗的护理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2 例乳腺癌术后放疗患者的临床资料， 均给予科学的护理并观察其临床疗效。  

结果 22 例术后恢复较好， 未发生并发症， 顺利完成定期放疗方案。  

结论 对乳腺癌术后放疗的患者进行科学护理和健康指导， 具有见效快、疗效佳的特点。 

 
 
PD-054 

运用品管圈预防 picc 置管后化学性静脉炎的护理进展 

 
张晓丹 

空军总医院肿瘤放疗科 100142 

 

    品管圈就是由相同、相近或者互补之工作场所的人们自动自发组成数人一圈的小圈团体（，就是

把科学管理和人性管理结合在一起，使目标容易达成，其特点是一个被授予一定权力的一个小组，

每人均有参与决策和解决问题的机会，优点就是有利于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提高护理质量。

全体合作、集思广益、按照一定的活动程序来解决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它是一种比较活泼的品管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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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55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l 

in decreasing anxiety of cancer patients before 

radiotherapy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radiotherapy 

 
WANG LIPING 

.the first Department of Radiatherapy，Tumour hospital of JI Lin Province.1018 HuGuang road.CHINA 130012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using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l to improve cancer 
patients‘ feared state of mind before radiotherapy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adiatherapy.   
Methods   Choosing 120 caner patients from Department of Oncology who took radiotherapy 
from February 2011 to February 2012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12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60 people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of control 
group are given conventional nursing before radiotherapy and patients of observation group are 
given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l. The two groups are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Patients‘ 
feared state of mind before radiotherapy and the effect of radiotherapy for 2 groups are compared. 
Result   For the patients‘ feared state of mind before radiotherapy,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for the effects comparison for before and after 
radiotherapy,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Radiotherapy effec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s   The evidence-based nursing model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fears of cancer patients before radiotherapy,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adiotherapy, 
which will help the smooth progress of radiotherapy, it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vigorously in the clinical. 
 
 
PD-056 

放疗患者心理特征和心理、舒适影响因素分析 

 
胡阿荣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研究分析肿瘤患者放疗心理特征和心理、舒适的影响因素及护理经验之谈。 

方法  选取我院 50 例放疗肿瘤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5 例。以调查

问卷方式收集患者放疗心理和舒适的影响因素，针对心理特征调查分别让放疗患者填写 Z u n g 焦

虑自评量表(S A S) 和 Z u n g 抑郁自评量表 ( SDS)，通过患者填表反馈总结出几种心理反应， 对

对照组化患者实施常规护理方法，对观察组患者实施针对性、科学性、人文性心理护理和舒适护理

的干预，统计问卷数据，比较两组护理效果。 

结果  恐惧、焦虑、多疑猜测、抑郁、绝望、积极是放疗患者中普遍存在的几种心理特征，而且 家

庭、经济、化疗、放疗、医疗环境、医护人员态度均为患者放疗心理和舒适的影响因素，针对问题

进行精心护理后观察组心理评分和舒适质量评分均为明显优于对照组，P 小于 0.05。 

结论  放疗患者心理很复杂，多数是消极心态，针对患者不同的心理状态给予针对性的照料，宣传

疾病 的有关知识，耐心讲解治疗的必要性，介绍成功病例给患者帮助患者树立信心，解除紧张情

绪，对于研究心理和舒适的影响因素也有很多种，采取针对患者心理和舒适的护理干预，护士针对

不同的问题进行针对性处理，采取微笑服务用关切的眼神温柔的话语让病人感受到温暖、亲切有利

于病人保质量好的心理状态，营造良好的治疗氛围，护理工作者要充分考虑到恶性肿瘤的特殊性，

营造温馨的医疗环境，病房保持光线柔和，干净，整洁，便于治疗。心理学研究表 明良好的心理

状态有利于患者疾病的发展和康复。要求护 理人员具备完善的护理知识，对患者实施全方位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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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 舒适护理，不仅可以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而且还能提高患 者对护理工作的配合对和满意

度，转变患者对癌症的错误 观念。 

 
 
PD-057 

心理行为课程对乳腺癌放疗患者的智谋的影响 

 
林梅榕 杨华清 柯熹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调查心理行为课程对乳腺癌放疗患者智谋状况的影响。 

方法  将 86 名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的乳腺癌并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作为调查对象，运用问卷收集患

者的一般资料，运用智谋量表调查对照组与干预组患者放疗后的智谋状况，探讨心理教育课程对乳

腺癌放疗患者智谋状况的影响。 

结果  两组患者放疗后的个人智谋、社会智谋及智谋总分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心理行为课程可以改善乳腺癌放疗患者的智谋，帮助患者使用积极的自我引导、运用新的方

式解决治疗过程出现的问题，从而进入良性循环，有利于患者顺利地完成治疗。 

 
 
PD-058 

恶性肿瘤伴肢体功能障碍放疗患者心理障碍及护理对策 

 
杨华清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分析恶性肿瘤伴肢体功能障碍放疗患者的心理状况，探讨在放射治疗期间有针对性心理疏导

方法结合功能康复训练对患者肢体功能康复的影响。 

方法  将 2014 年 1 月 至 2015 年 12 月我科 86 例恶性肿瘤伴肢体功能障碍放疗患者分为实验组和

对照组各 43 例，实验组治疗前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及 Zung 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

( SDS)对患者进行调查，分析患者心理状况，结合患者情况实施针对性心理疏导；对照组只给予常

规宣教和一般心理护理。两组治疗前后均采用改良 Barthel 指数( MBI) 评价患者日常生活能力。 

结果  经调查实验组患者普遍有较多心理障碍，最突出是自卑、焦虑、抑郁；经放射治疗后两组患

者 MBI 均有提高，且实验组的 MBI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恶性肿瘤伴肢体功能障碍放疗患者受多种因素影响心理状况差，应在放射治疗期间有针对性

地给予心理帮助和指导并结合功能康复训练改善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及生活能力，提升患者生活质

量，减轻患者及家属的心理负担。 

 
 
PD-059 

肿瘤放疗的临床治疗和护理 

 
魏珊珊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放射治疗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一门多科学综合性较强的专业。放射治疗是利用射线

（X 射线或伽玛射线）聚焦于肿瘤区域，形成电离产物，通过破坏肿瘤细胞的 DNA 物质、细胞膜

结构和肿瘤血管等，导致肿瘤细胞死亡，进而控制和根除肿瘤。而肿瘤放疗的护理是对放射治疗的

支撑和巩固，因为放射治疗肿瘤的同时，会出现许多特殊和局部及全身损害。因此，对做放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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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人不仅要做好放疗前、中、后的护理，同时也要做好对放射治疗所产生副反应的观察及护理工

作。 

     本论文针对肿瘤放疗的临床治疗和护理的定义、应用、作用以及注意事项进行了阐述，并用放

射治疗的病例系统地表述了放射治疗和护理在实际肿瘤治疗中的重要意义。 

 
 
PD-060 

手术病人在手术室的安全预防措施 

 
吴颖 吴颖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0 

 

目的  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医学技术日新月异，各项诊断治疗和护理技术得到不

断进步和提高，病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就医权意识日渐增强，为了提高手术室护理人员对护理安全

及管理的认识，探讨防范手术室护理差错，避免护理纠纷的发生。 

方法 加强手术室护士对法律知识的认识，规范各项护理行为，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能正确处理

护理工作中的问题，使各种不安全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结论 手术室是对病人实施手术、检查、治疗、诊断和抢救病人的重要场所，病人 

在接入、转运及手术过程中病情随时可能出现变化，甚至危及生命。因此，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个护

理环节，保证病人的安全和手术的顺利进行，确保手术病人的医疗安全，，避免护理工作中的失

误，有效地防止了医疗护理出错事故的发生。  

 
 
PD-061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的相关副反应处理体会 

 
武丽娜 

包头市中心医院 014040 

 

目的  探头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相关副反应及处理措施疗效评价。 

方法  对 2014 年到 2016 年接受放射治疗的 36 例头颈部肿瘤患者出现相关放疗副反应观察，在治

疗期间予以相关处理干预。 

结果  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期间会出现疲乏无力、头痛头晕、免疫功能低下、脱发、口干、张口困

难、口腔粘膜会出现白膜、破溃、骨髓抑制、放射性龋齿、骨坏死等副反应。我科针对这一类患者

放疗前予以相关心理疏导、家属教育指导、详细口腔情况评价、制定精确放疗计划，放疗期间予以

饮食调理、口腔护理、相关防护剂、升血细胞药物使用及放疗后的功能锻炼及密切随访；所有患者

均完成计划内治疗。大部分患者治疗期间未出现严重副反应，个别患者出现较重副反应，积极对症

处理后好转。 

结论  放射治疗在肿瘤的综合治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所有恶性肿瘤的治疗中，约 70%的病人需

要放射治疗的参与。特别是头颈部恶性肿瘤。治疗恶性肿瘤时，应该以消灭肿瘤为主要目标，但治

疗会出现相关副反应，通过积极地对症处理，以减少病人痛苦，完成放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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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62 

PICC 维护俱乐部的构建对 PICC 患者置管间歇期感染的影响 

 
罗小梅 陈木花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分析通过建立 PICC 维护俱乐部对放化疗患者 PICC 置管间歇期感染的影响。 

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为本科室 2012 年 5 月～2015 年 5 月收治的 120 例头颈放疗科放化疗患者，治

疗方案均为化疗两疗程后+同步放化疗，并随机分成对照组（60 例）和观察组（60 例）。对照组

患者采取 PICC 导管常规护理并进行出院健康教育管理，观察组患者除实施一般 PICC 置管常规护

理外还通过 PICC 维护俱乐部的构建对其置管间歇期进行网络管理。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感染率、导管维护依从性（导管维护的间隔时间）、留置管路时间等指标均显

著优于对照组，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通过 PICC 维护俱乐部的构建可以有效降低放化疗患者 PICC 置管间歇期感染的发生，延长

留置管路时间，提高患者满意度。 

 
 
PD-063 

护理安全隐患防范在放疗病区的应用 

 
廖金莲 

广西医科大一附院放疗科 530021 

 

目的  探讨放疗病房护理安全隐患防范措施，制定安全护理对策，防止护理差错事故和纠纷的发

生。 

方法  通过对护理安全隐患的分析，认为造成护理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规章制度执行不严格，责

任心不强，专业理论知识缺乏及护理操作不规范，责任护士对护理风险评估不准确和防范不到位，

护患缺乏有效沟通，服务态度不好，护士缺乏风险意识以及患者心理因素等。 

结果  护士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加强责任心，改善服务

态度，提高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护士整体素质及专科知识技能水平，护士掌握和正确运用护理评估

工具，加强患者及家属的心理疏导，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 

结论 通过对护理安全隐患因素的防范，护理安全隐患被控制。 

 
 
PD-064 

舒适护理在肿瘤放疗疼痛患者中的应用 

 
郑丽雅 杨华清 黄妍婷 李凌云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通过对肿瘤放疗疼痛患者实施舒适护理，达到提高患者治疗的耐受性，减轻肿瘤患者的疼

痛，使其顺利完成治疗方案。 

方法  对存在疼痛的肿瘤患者，在接受同步放疗期间，实施舒适的心理护理、疼痛护理、并发症的

护理。 

结果 有效减轻了肿瘤患者的疼痛，患者能按计划完成治疗。 

结论  重视对放疗疼痛患者的舒适护理，将其不适降到最低，使患者的生存期延长，生活质量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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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65 

透明敷贴对盆腹腔肿瘤放疗标记线保护效果的研究 

 
陈燕珠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透明敷贴对盆腹腔肿瘤放疗标记线的保护效果。 

方法 选择 68 例盆腹腔肿瘤放疗患者，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体表标记,

观察组在常规标记的基础上，外敷透明敷贴，观察两组患者标记线保留效果。 

结果 在治疗期间，观察组重复勾画标记线（4.06±0.89）次，显著低于对照组（6.76±1.10），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通过透明敷贴保护体表标记线，可明显减少标记线重复勾画的次数，提高放射治疗工作效

率。 

 
 
PD-066 

个体化健康教育对食管癌 放疗所致放射性食管炎的影响 

 
王旭颖 罗凤 刘辉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个体化健康教育对食管癌放疗所致放射性食管炎的影响。 

方法  将 92 例食管癌放疗的患者按收治时间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6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运用护理程序根据患者情况进行个体化健康教育。 

结果  观察组患者放射性食管炎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个体化健康教育能有效减轻食管癌患者放疗所致放射性食管炎程度，减轻患者痛苦，顺利完

成放疗。 

 
 
PD-067 

肿瘤患者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并发症发生与体重指数相关

性研究 

 
梁海鑫 殷利 张中林 彭姗姗 陈世梅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研究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的肿瘤患者并发症发生与体重指数的相关

性，为临床护士预防 PICC 并发症发生采取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方法 对 180 例发生 PICC 并发症的肿瘤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发症可分为血栓、感染、堵管、

脱管、医用敷贴相关性皮肤损伤、渗血渗液、静脉炎 7 种类型，计算体重指数(BMI)，BMI=体重(千

克)/[身高(米)]2，将 BMI 与以上七种并发症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血栓、堵管、静脉炎与 BMI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该四种 PICC 并发症与 BMI 具有相关性。 

结论  护理人员应该重视 PICC 置管肿瘤患者 BMI 与血栓、堵管、静脉炎的相关性，有预见性地提

前做好干预措施与开展有针对性的个体化健康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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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68 

百克瑞联合银离子辅料治疗放射性皮炎临床效果观察 

 
郭晨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百克瑞与银离子辅料联合治疗放射性皮炎伤口愈合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我科放疗的 20 例患者，随机分到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10 例。实验组：用生理盐水以

1：1 的浓度稀释百克瑞液至无菌换药碗中，使用无菌纱布或无菌棉球反复多次清洗创面及周围皮

肤，用镊子将创面上的脓性分泌物和粘附松散的焦痂及坏死组织全部清理干净，伤口基底颜色为红

色。待创面晾干后，用银离子辅料覆盖创面，辅料大小以其边缘距离创面不少于 1～2cm 为原则，

使辅料与皮肤贴紧，外盖两层无菌纱布用胶布固定，初期隔日换药，换药两次后改为 2d 更换一

次。对照组：用生理盐水稀释后的百克瑞溶液反复清洗创面，清创后暴露创面并保持清洁干燥，每

日一次。根据疗效评定标准显效：治疗 12h 显效：2-3d 治愈，局部皮肤干燥、光滑、无脓性分泌

物，痛烧灼感消失。有效：治疗后创面缩小，5～13d 治愈，局部皮肤干燥，痛痒症状消失，结

痂，间断性放疗，但能完成放疗。无效：治疗≥15d，症状无明显好转，局部渗液及脓性分泌物增

多，需借助其他治疗方法。 

结果  10 例患者放射性皮炎均为有效，6～10d 内创面全部愈合，并且恢复放疗。患者使用百克瑞

和银离子辅料换药后，主诉在第 1 次换药后自觉疼痛有所减轻，第 2 次换药时创面炎症减轻、消

退，渗出物减少，第 3 次换药时创面局部皮肤干燥，结痂，无脓性分泌物。 

结论  患者在接受放疗过程中，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皮肤损伤。随着照射剂量的加大一般在放

疗开始后 2 周出现照射部位的皮肤灼热，，放射区域开始出现局部渗出、组织肿胀，尤其在腋窝

处、颈部由于容易受到摩擦出现破损、溃疡、感染，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成为慢性伤口，增加了

患者的痛苦，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研究显示，实验组使用百克瑞联合银离子辅料外用治疗放

射性皮炎，比对照组仅使用生理盐水稀释后的百克瑞溶液治疗能明显缩短创面愈合时间，在费用

上，尽管新型辅料单次换药的花费高于传统药物换药，但使用新型辅料减少了换药次数，减轻患者

痛苦，患者也乐于接受，经济有效值得临床推广。 

 
 
PD-069 

理性情绪疗法对恶性肿瘤化疗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分析 

 
黄艳 龙小丽 王卉 

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观察分析理性情绪疗法对恶性肿瘤化疗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3 年 5 月～2015 年 5 月于我科进行化疗患者 20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应随机数字为偶数者为实验组，奇数者为对照组，每组 100 例，两组

患者均接受常规治疗与心理指导，实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运用理性情绪疗法对患者进行心理干

预，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症状自评量表（SCL-90），观察并比

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抑郁及 SCL-90 的得分情况，了解心理健康状况。理性情绪疗法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美国心理学家 Ellis 提出并发展起来，是通过合理的情绪方式改变一个人的不合理信

念，属于一种认知疗法。理性情绪疗法的应用与临床疾病患者的心理干预能够改善患者负面心理情

绪，提高患者心理健康情况。 

理性情绪疗法主要以 ABC 理论为核心，通过寻找患者非理性理念，并与之辩论，使患者了解其非

理性理念的来源，帮助其放弃非理性情绪，树立合理理念，从而实现理性应对。理性情绪疗法的治

疗过程主要分为：心理诊断、领悟、修通、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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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经过理性情绪疗法的心理干预，实验组 SAS、SDS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即实

验组患者焦虑、抑郁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前两组患者 SCL-90 量表躯体化、强

迫、人际关系敏感等 10 项因子评分无明显差别（P>0.05）；干预后实验组患者躯体化、强迫、人

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等 10 项因子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在恶性肿瘤化疗患者中应用理情绪疗法，能够显著改善患者负性心理状况和心理健康水平，

有效降低其抑郁、焦虑程度，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因此可以在临床工作中推广应用。 

 
 
PD-070 

48 例食管癌同步放化疗患者营养干预的效果观察 

 
龙小丽 张艳 

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探讨局部晚期食管癌同步放化疗期间营养指标变化及营养干预的效果。 

方法  选择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医院放疗科治疗的局部晚期食管

癌患者 48 例，分成对照组和营养组。两组均采用三维适形放射治疗，总剂量 60Gy/6 周，同步 TP

方案化疗，顺铂注射液（山东齐鲁制药有限公司），75mg/(m2.d），连用 5d；多西他赛注射液

（山东齐鲁制药有限公司）75mg/m2,28d 为 1 个周期，化疗从放疗开始的第 1 天起同期应用，分

别于第 1、5 周给予。 

营养干预 入院后对营养组患者进行营养教育，使患者及家属对食管癌的发病情况及放化疗的不良

反应有所认识，以提高患者的营养摄入意识，增加摄入量。肠外营养干预随放疗进行，每周一至周

五给予 20%脂肪乳、复方氨基酸（18AA-Ⅳ）、10%葡萄糖注射液静脉滴注，5d 为１个疗程。每

天营养供给标准：能量 25-30cal/kg，蛋白质占总能量 10%～20%，液体总量达 50ml/kg 以上。对

照组患者按常规处理，未进行营养教育指导及系统营养干预，患者自行进食，以流食和半流食为

主。仅当患者出现严重恶心、呕吐、腹泻或进食量比平时减少 1/2 等以上不良反应，或出现电解质

紊乱、中重度贫血时，短期给予静脉营养及纠正电解质紊乱处理。 

每 2 周观察 96 例食管癌患者治疗中体质量、卡氏（KPS）评分、血红蛋白（HB）、血清清蛋白

（ALB）及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LYM）的变化情况，并分析营养干预对两组患者营养指标的影

响。 

结果  全部患者均在治疗过程中体质量及 KPS 评分随放化疗时间逐渐下降，第 4 周是体质量和

KPS 评分下降的拐点。营养干预后营养组患者各项指标下降得到抑制，而对照组患者的血红蛋

白、清蛋白、淋巴细胞数目均较治疗前有明显下降（P〈0.05）。 

结论  食管癌同步放化疗期间营养状况明显下降，及时给予营养干预可明显改善患者营养状况，对

于完成治疗保证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PD-071 

盐酸帕洛诺司琼预防鼻咽癌同期放化疗患者所致恶心呕吐的 

疗效观察 

 
石娟利 龙小丽 

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探讨盐酸帕洛诺司琼预防鼻咽癌同期放化疗患者所致恶心、呕吐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方法 采用随机、双盲对照的研究方法。试验药为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对照药为盐酸托烷司琼

注射液。两组各 30 例，对照组：化疗前 30 分钟静推地塞米松 5mg 后，用 0.9%生理盐水 10ml 加

入托烷司琼 5mg 静脉注射；实验组：化疗前 30 分钟静推地塞米松 5mg 后用 0.9%生理盐水 1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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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盐酸帕洛诺司琼 5mg 静脉注射。对化疗后 1-5 天的恶心程度、止吐疗效及不良反应进行评价。

采用 WHO 制定的抗癌药物急性与亚急性毒性反应分度标准，分为 0-Ⅳ度，0 度：无恶心；Ⅰ度：

有恶心；Ⅱ度：暂时性呕吐；Ⅲ度：呕吐需治疗；Ⅳ度：难以控制的呕吐[5]。显效：无恶心、呕

吐；有效：恶心、呕吐，每天 1-2 次；无效：呕吐，每天 3 次以上。分别观察 2 个周期化疗后 0-

7d 患者有无呕吐发作、进食量和不良反应。急性呕吐完全缓解：化疗用药后 24h 内无呕吐发作并

无明显恶心。延迟性呕吐完全缓解：化疗用药后 24h 后无呕吐发作并无明显恶心。呕吐发作标准：

呕吐 1 次；连续数次呕吐，缓解时间≤lmin 持续时间≤5min 的数次干呕；持续时间≤5min 的数次干

呕伴缓解时间≤1min 的数次呕吐。 

结果 盐酸托烷司琼和盐酸帕洛诺司琼对急性呕吐的完全缓解率分别为 70％(21/30) 和 90％

（27/30）(P<0.05)；对延迟性呕吐的完全缓解率分别为 50％(15/30) 和 66.7％(20/30)，

(P<0.01)。托烷司琼和盐酸帕洛诺司琼治疗后，患者因食欲下降致进食量明显减少的发生率分别为

46.6％(14/30)和 16.6％(5/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托烷司琼和盐酸帕洛诺司琼治疗后，

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均较低，程度也较轻。 

结论 盐酸帕洛诺司琼预防鼻咽癌同期放化疗所致急性呕吐和延迟性呕吐疗效确切，其对延迟性呕

吐的完全缓解率明显优于托烷司琼，并且其良好的止吐效果保证了患者在化疗期间足够的能量摄

入，毒副反应轻微，可作为防治高致吐化疗药物所致呕吐的常规药物，盐酸帕洛诺司琼良好的呕吐

控制效果保证了化疗期间患者有足够的能量摄入,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PD-072 

816 例肿瘤放疗患者营养筛查及营养支持研究 

 
汪婷 

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进行肿瘤放疗患者营养风险筛查及营养支持情况，为肿瘤放疗患者个性化护理提供依据。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8 月收治的恶性肿瘤放疗患者 816 例，纳入研究的鼻咽癌 287

例，宫颈癌 529 例，平均年龄 19-81 岁，平均年龄 42.6 岁。入选标准：放疗前、放疗第 2 周、放

疗第 4 周，进行营养风险筛查，患者知情同意，愿意进行住院营养筛查的住院患者。本研究采用对

新治疗患者采用营养评估（PGSGA）进行营养筛查，患者放疗开始由培训过的护师进行营养筛

查。SGA 包括 6 个方面共 8 项内容，评估患者体重和膳食变化，消化道症状、活动能力变化及有

无应激反应，并测量三头肌皮褶厚，检查有无足踝水肿和腹水等指标综合判断患者的营养状态，每

项内容有 A、B、C 3 个选项，若选项 B>5 项，评价 SGA-B（轻-中度营养不良），若选项 C≥5 则

评价为 SGA-C(重度营养不良)。将 A-D 4 项总分相加，0-1 分时不需要干预措施，治疗期间保持随

诊及评价，2-3 分由营养师、护师进行患者或患者家庭教育，并根据患者存在的症状和实验室检查

的结果进行药物干预，4-8 分由营养师进行干预，并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与医生和护师联合进行营

养干预，9 分急需进行症状改善和同时进行营养干预。 

结果  经 PG-SGA 量表评定，816 例肿瘤放疗患者，SGA 评分标准，第 1 周（放疗前）轻、中、重

度营养不良的发生率为 9.4%-19%，32.8%-48.8%，25.6%-52.8%，放疗第 2 周轻、中、重度营养

不良的发生率为 6.3%-19.8%，31%-50%，22.2%-55%，放疗第 4 周轻、中、重度营养不良的发

生率为 5.2%-26.1%，51.4%-57.5%，17%-34.9%，肠内营养（EN）支持应用率为 5.4%-38.1%，

肠外营养（PN）支持应用率为 61.9%-94.6%。恶性肿瘤患者营养风险的发生比例 40%--80%，营

养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及预后有直接关系。 

结论  肿瘤放疗患者营养风险发生率较高，并且中、重度营养风险发生率高。SGA 已广泛应用于头

颈部肿瘤，宫颈癌的营养筛查与评估，对于肿瘤放疗患者进行放疗前、放疗第 2 周，放疗第 4 周进

行营养风险评估，及时合理的营养干预，显著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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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73 

湿性疗法防治鼻咽癌患者放射性皮炎的疗效观察 

 
叶锦茹

1
 刘世平

1
 郭燕萍

1
 洪金省

1,2,3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放射生物福建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3.福建省肿瘤个体化主动免疫治疗重点实验室 

 

目的  观察湿性疗法对鼻咽癌患者颈部急性放射性皮炎的防护效果。 

方法  将同一时间段入院接受放射治疗的鼻咽癌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方

法,实验组采用湿性疗法，即采用生理盐水湿敷颈部皮肤。观察两组患者 II 级及以上急性放射性皮

炎的发生率和发生时间。 

结果  共有 137 位患者符合研究条件。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患者 II 级及以上放射性皮炎的发生率分别

为 27.1%(23/85)和 25.0%（13/52），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χ2=0.071，P=0.844），对照组和实

验组的 II 级放射性皮炎发生时间分别为 25±2.7 天和 28±2.4 天，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t=-3.76，

P=0.001）。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组别与皮炎发生天数有关（P=0.007）。 

结论  湿性疗法不能阻止鼻咽癌患者颈部急性放射性皮炎的发生，但能延缓发生时间，从而提高患

者对放疗的耐受性。 

 
 
PD-074 

综合护理干预对缓解食管癌放疗患者进食疼痛的效果观察 

 
王卉 龙小丽 

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护理干预对食管癌放疗患者进食疼痛的影响。 

方法  选取本院自 2013 年 12 月-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210 例在放疗期间的食管癌患者的临床资

料，将所有患者平均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试验组采取综合护理干预，具体

措施如下：1.心理护理 食管癌患者在入院后，护理人员通过给患者介绍放射治疗的基本原理和成功

经验，来增强患者的信心；同时也了解患者的心理动态，对有心理疾病的患者要及时进行解决；多

向患者进行健康宣教。2.饮食护理 放射治疗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容易使患者出现吞咽疼痛、进食

量减少、导致营养代谢紊乱，应指导患者摄食营养要均衡，少食多餐做到合理饮食，进食高蛋白、

高热量、高维生素、低脂饮食。保持口腔清洁，多饮水，保证尽快康复。3.放疗环境舒适护理 无论

是患者的病房还是放疗室都要保持宽敞明亮，保证室内的干净整洁，保证室内温度和湿度的适宜。

护理人员在护理过程中不能大声喧哗，保证动作的轻柔，避免打扰患者的休息和睡眠。4.口咽护理 

嘱患者保持口腔清洁,早晚用软毛牙刷刷牙,餐后先用温水漱口,再用漱口液含漱,并且,每次放疗前可

指导患者口服 100g 纯牛奶，有文献报道，纯牛奶可在食管壁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且对已损伤的粘膜

有修复作用。放疗期间，对出现的放射性食管炎的患者,遵医嘱给予利多卡因 0.1g 与维生素

B6100mg 入 0.9%生理盐水 100ml，在 24 小时内分次含漱，在口腔内含 2 分钟可少量下咽，尤其

是在进食前含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患者进食时的疼痛。疼痛严重者需遵医嘱给予药物干预，口服

或外用，以减轻患者进食时的疼痛，保证放疗顺利进行。 

结果 统计结果显示，放疗期间，食管癌患者进食疼痛症状的比较，轻度疼痛即 NRS 评分≤3 分者，

试验组约占 97%，对照组约占 83%，对比对于护理工作的满意程度，试验组满意度为 94.29%；对

照组满意度为 81.90%，二组数据具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这说明综合护理干预对食管癌放疗患者

进食疼痛的影响有着非常好的临床效果。 

结论 有效的护理干预在减轻患者进食疼痛的同时促使患者心理舒适，有效稳定患者情绪，提高患

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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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75 

改良冲洗器联合苯扎氯铵溶液在宫颈癌放疗中护理效果观察 

 
王丽丽 龙小丽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观察改良冲洗器联合苯扎氯铵溶液在宫颈癌放疗患者阴道冲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14 年 3 月～7 月在我科行放疗的宫颈癌患者 80 例,均行根治性放疗，全盆照射

46Gy/23F，腔内 30Gy/5F。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对照组采用一次性灌肠器行

阴道冲洗，将配制好的 0.025%碘伏稀释溶液灌入阴道内，每次 500～1000mL, 1 次/d。冲洗时先

用窥阴器撑开阴道壁，暴露宫颈部后，肛管对着阴道壁, 先冲洗暴露处阴道壁, 按顺时针方向依次冲

洗干净后再轻轻转动窥阴器继续冲洗阴道壁，动窥阴器冲洗阴道穹窿处。观察组采用改良一次性冲

洗器，由储水袋、连接管、调节夹阴道冲洗喷头组成,向储水袋中灌入 1000ml 灭菌注射用水，并加

入苯扎氯胺溶液碘伏原液配制成 0.02%苯扎氯胺稀释溶液溶液，每次 500～1000mL，1 次/d，然

后使用加热棒，调节温控器旋钮加热，设置最高温度 40℃。操作者选择合适的型号，在窥阴器上

滴少许石蜡油，以减轻疼痛，打开调节夹，用少许溶液先冲洗患者的会阴部后，关闭调节夹，持窥

阴器（纵切面）缓慢进入阴道后调整角度（横切面）取下冲洗管, 连接冲洗喷头,将喷头轻放入阴道

至后穹隆部(6～8 cm)冲洗阴道内壁及宫颈穹隆处分泌物，冲洗出的液体澄清为合格。阴道冲洗与

放疗同步开始，直至放疗结束。行阴道冲洗 1 个月后观察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包括宫腔积液积

脓、阴道炎、 阴道粘连、阴道壁损伤及患者舒适度。采用 SPSS 12.0 软件处理数据，进行 χ2 检

验，检验标准为 α= 0.05。  

结果  统计结果显示，观察组宫腔积液积脓、阴道壁损伤及患者舒适度显著优于对照组，显著提高

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能够帮助患者更好地配合放疗并提高疗效。 

结论  在治疗宫颈癌采取阴道冲洗护理措施取得满意的效果，坚持规范化阴道冲洗是预防及治疗宫

颈癌放射治疗并不可少的护理干预，更适用于临床推广使用。 

 
 
PD-076 

1 例鼻咽癌患者放疗后大出血的急救与护理 

 
张笑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分享鼻咽癌患者放疗后大出血的急救护理。 

方法  我科 1 例鼻咽癌放疗患者放疗后出现大出血，急救中协助医生紧急行气管切开维持呼吸道通

畅，鼻咽部填塞止血及迅速建立静脉通道补充血容量等进行急救处理。抢救过程及护理体会介绍如

下：1 急救护理：①保持呼吸道通畅，防止窒息:将患者侧卧头偏向一侧，及时使用吸引器清除口

腔、鼻腔内血液，避免血液阻塞气道引起窒息，备好气管切开包行气管切开；②迅速建立静脉通

道，维持有效循环：立即建立双静脉通路，快速补液，扩充血容量遵医嘱使用止血药物；③填塞止

血：采取后鼻孔填塞治疗，压迫出血部位；2.止血后护理：①严密观察生命体征，观察鼻腔填塞物

有无松脱，鼻腔及咽部有无渗血，当患者出现面色苍白、脉快、冷汗等症状时，立即通知医生，采

取应急措施；②鼻腔填塞后护理 

，嘱病人勿自行取出鼻腔内纱条，48-72h 填塞物取出后，因受损部位血管尚未完全修复，剧烈咳

嗽、用力排便等因素均可诱发再次出血，严禁擦鼻涕、挖鼻孔，鼻腔内遗留的血凝块不能清除，以

免造成血管破裂引起再次出血；③饮食护理：患者出血时应禁食，止血后进流食或半流食，给予高

蛋白、高维生素，清淡宜消化饮食，进食困难患者，可给予静脉营养支持，鼓励病人少量多餐；④

心理护理 :消除患者恐惧、紧张心理，安慰患者稳定情绪。 

结果  该例患者在急救后出血停止，生命体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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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鼻咽部大出血是鼻咽癌放疗患者的严重并发症，因出血突然、迅速、出血量大、来势凶猛，

常引起急性呼吸道梗阻、窒息或失血性休克死亡。必须维护呼吸道通畅，防止血块阻塞所引起急性

呼吸道梗阻、窒息，这是抢救鼻咽部大出血成功的关键；及时有效止血是抢救重要措施，密切观察

生命体征，迅速建立静脉通道，补充血容量，防止失血性休克，提高抢救成功率。此外，护理人员

应予以患者积极的心理护理，减轻患者思想负担，增强其战胜疾病的信心。 

 
 
PD-077 

个性化膳食管理在食管癌放疗患者中的应用 

 
张艳 龙小丽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探讨个性化膳食管理在食管癌放疗患者中的应用。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0 月—2016 年 3 月在我科放疗的 58 例食管癌患者，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观

察组患者进行常规护理及饮食指导，实验组患者收治 24h 内进行营养筛查，营养状况评定采用 PG-

SGA 量表，对患者营养状况进行全面的检查评估，确定营养不良的程度，根据营养不良的程度及

身体状况制订营养支持计划。从开始放疗至放疗结束均对患者全程进行个性化的膳食指导及营养干

预。制订营养支持计划，定期监测效果。具体实施方法如下：科室制作营养手册及专用表格，根据

患者的饮食习惯及喜好，记录每日进食情况并督促落实，由专人管理患者营养资料，并向家属及患

者讲解并指导落实，使其理解实施膳食管理的重要性及意义，积极配合。为了准确计算患者的摄入

量，指导患者对进食容器的选择如：水杯、饭盒、勺子等应保持大小一致，中途尽量不要调换，以

免计算有误。护士每日指导患者及家属认真、准确填写膳食记录表，对于不能完成的患者进行督促

并及时给予指导。根据食物成分表选用高蛋白、高脂肪、高维生素、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食管癌

放疗患者每日推荐能量供给总量为 25～30kcal/kg，蛋白质供给总量 1.5～2.0g/kg。肠内营养的摄

入首选口服，每日摄入量不足时应由肠内营养制剂补充，由于放疗反应影响患者进食的，可选择管

饲（如：鼻胃管、胃造瘘）及肠外营养进行补充。医护人员定期对患者进行疗效评价，以便于进行

动态调整。定期对患者进行血常规、肝肾功等实验室检查。比较两组患者， 

结果  实验组患者放疗前后血红蛋白、淋巴细胞计数、白蛋白均无明显变化，对照组患者放疗后较

放疗前的血红蛋白、淋巴细胞计数、白蛋白均有明显下降（P＜0.05）。 

结论  食管癌患者放疗期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个性化膳食管理不仅可以降低营养不良的发

生，还可以提高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PD-078 

宫颈癌病人后装治疗期间的饮食指导探究 

 
唐丽琴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探讨宫颈癌病人后装治疗期间的健康饮食指导，以减轻病人的疼痛和肠道的扩张，从而减少

对治疗靶区产生的位移，以便制定出更规范全面的饮食计划和饮食健康教育项目。 

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到 2016 年 7 月间 90 例宫颈癌后装治疗病人随机分成 2 组，对实验组病人

做健康饮食指导时强调禁食产气食物，并列出产气食物清单，指导病人，对照组只做一般健康饮食

指导。 

结果  实验组未发生治疗位移，而对照组发生 3 例。实验组在肠胀气、腹痛和位移的发生率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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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宫颈癌病人后装治疗期间饮食指导至关重要，特别不能食用产气食物否则会加重病人疼痛、

肠胀气，同时禁食产气食物可以杜绝治疗靶区的位移。 

 
 
PD-079 

医护人员对肿瘤晚期患者临终关怀认知的研究 

 
林慧娟 王凤娟 苏双莲 周贝芸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探讨本院接触肿瘤患者的医护人员对临终关怀知识的掌握程度，对死亡教育的认识以及对临

终关怀的情感体验。 

方法 通过自制―医护人员对肿瘤晚期患者临终关怀认知及态度的调查问卷‖进行调查。问卷的内容主

要包括三部分：医护人员一般情况；医护人员对临终关怀基础知识问答；医护人员对―死亡‖的认识

以及对肿瘤晚期患者临终关怀的态度。其中第三部分采用 Likert scale，正向问题以 5、4、3、2、

1 分别表示非常同意、同意、不确定、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反向问题则相反。  

结果 接触肿瘤患者的医护人员平均年龄为 30.9±8.44；对临终关怀基础知识平均得分 72.3±19.4，

其中对临终关怀对象知识问答的正确率最低，仅 30%；对个人死亡态度评分（3.9±1）与对患者死

亡态度评分（3.0±1）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1；对患者临终关怀的正向态度评分为 4±1。 

结论 接触肿瘤患者的医护人员对临终关怀的认知表现为知信分离；对自我死亡和患者死亡之间存

在认知差。 

 
 
PD-080 

放疗科 59 例脑原发瘤、脑转移瘤患者癫痫发作因素分析及 

护理对策 

 
李丹 吴世凯 申戈 任丽媛 薛俊霞 刘涛 

307 医院 10277662 

 

目的  通过对放疗科脑原发瘤、脑转移瘤患者癫痫发作的因素进行分析，以制定相应的护理对策，

从而降低癫痫发作率。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0 月我科收治的脑部原发肿瘤及脑转移瘤患者的资料，对其中 59

例患者发生癫痫的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59 例癫痫发作的患者中年龄最小 9 岁，最大 71 岁，其中脑原发肿瘤癫痫发作患者 44 例

（74.6%），脑转移瘤癫痫发作患者 15 例（25.4%），男性 31 例（52.5%），女性 28 例

（47.5%）。59 例脑部原发肿瘤癫痫发作患者中正在行放射治疗的有 41 例（69.5%），反复发作

5 例（8.5%）。脑转移瘤癫痫发作患者中正在行放射治疗有 10 例（16.9%），反复发作 2 例

（3.4%）。59 例癫痫发作患者中因漏服抗癫痫药物 16 例（27.1%）自行减少服用抗癫痫药物剂量

1 例（1.7%），因药物服用完没有及时开取 7 例（11.9%），拒绝服用抗癫痫药物 4 例

（6.8%）。       

结论  59 例癫痫发作患者中正在进行放疗的共有 51 例（86.4%），责任护士应按时遵医嘱为患者

输注脱水药物，同时密切观察患者放疗后的反应。同时应有针对性的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并向患

者讲解肿瘤放疗相关知识，放疗期间的注意事项、放疗副反应的预防。因漏服、减量、拒服抗癫痫

药物的患者 28 例（47.5%），59 例癫痫发作患者中有 28 例（47.5%）存在漏服、私自减量、无

药、拒绝服用抗癫痫药物的情况，7 例反复发作的患者中有 1 例是因拒服抗癫痫药物所致。大多数

患者认为肿瘤是威胁生命的主要原因，并未对癫痫发作引起足够的重视。护士对脑原发瘤、脑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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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患者在护理中应加强癫痫相关知识宣教，增强疾病恢复的信心，转变为患者主动治疗的模式。 

通过护理干预提高患者服用抗癫痫药物的依从性，这也将是我们下一步护理研究方向。 

 
 
PD-081 

不同换药法联合比亚芬加吹氧治疗放射性皮炎的疗效观察 

 
李峥 刘娜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探究清创和不清创两种换药方法联合比亚芬加氧气治疗放射性皮炎的效果。 

方法  选取首程放疗并发生颈部湿性放射性皮炎的 6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

照组和试验组各 30 例。对照组采用生理盐水清创，试验组不清创，两组均联合使用比亚芬软膏加

7L/min 氧气吹氧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放射性皮炎创面愈合时间及换药过程中疼痛评分的差异。 

结果  试验组创面愈合时间较对照组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患者换药过程中主

观疼痛评分明显高于试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不清创较生理盐水清创换药法更能促进放射性皮炎的愈合，减轻患者疼痛，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PD-082 

护理干预在降低宫颈癌后装施源器移位中的作用分析 

 
李菲 韩东梅 杨微 李文霞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放疗科 130000 

 

目的  在宫颈癌后装治疗过程中，探讨护理干预对降低后装施源器移位发生率的作用，并评估其应

用价值。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到 2016 年 4 月间接受宫颈癌后装治疗的患者 304 例，均采用 Ir-192 高剂

量后装治疗。治疗过程中护理干预方法包括：改进固定方法；疼痛评估与干预。2014 年 1~2015

年 4 月入组患者中未采用护理干预的 156 例，定义为 A 组。2015 年 4 月~2016 年 4 月入组患者应

用护理干预的 148 例，定义为 B 组。统计治疗前后施源器在头脚方向上的移位，两组数据进行对

比分析。 

结果  在宫颈癌后装治疗过程中，在头脚方向上施源器移位发生率为 99.01%。A 组为 98.7%，B 组

为 99.32%。A 组施源器的位移范围为-3.15mm 至 1.21mm，B 组施源器的位移范围为-1.86 mm 至 

0.51mm，A 组的位移明显大于 B 组，p=0.035。 

结论  在宫颈癌腔内后装治疗过程中，施源器移位发生率很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治疗过程中的

护理干预并没有显著降低施源器位移的发生率，但其有效的降低了在头脚方向上施源器的位移，是

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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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83 

加味四物汤对肺癌胸部放疗患者免疫功能及骨髓抑制影响的 

临床研究 

 
杨永净 曹玲 张淼 卓龙泉 刘士新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目的  观察我院研制的加味四物汤对肺癌胸部放疗患者免疫功能及骨髓抑制的影响。 

方法  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共入组肺癌患者 254

例。用 SARS 统计软件产生随机顺序，制成随机信封，将 254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单

纯胸部放疗组）及试验组（加味四物汤联合放疗组），两组均行胸部调强适形或三维适形放疗，于

不同时间段检测患者血常规及淋巴细胞亚群分析。 

结果  研究发现试验组放疗第 4 周、放疗结束后白细胞计数，放疗结束后血小板计数均高于单纯放

疗组；试验组放疗第 4 周、放疗结束后 CD3+ T 细胞、CD4+ T 细胞、自然杀伤细胞计数均高于对

照组；CD8+ 

T 细胞计数在加味四物汤联合放疗组降低较明显，在单纯放疗组无明显变化；试验组 CD4+ /CD8+ 

比值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加味四物汤可以改善肺癌胸部放疗患者的骨髓抑制及免疫功能抑制，提高患者对放疗的耐受

性。 

 
 
PD-084 

维生素 B12 在放射性皮肤损伤中的应用 

 
李莹芳 

云南省肿瘤医院 650000 

 

目的  为了观察探讨维生素 B12 外敷治疗放射性皮肤损伤的疗效。 

方法 对 20 例二度及以上放射性皮肤损伤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10 例，用维生素 B12 湿敷；对照

组 10 例，用康复新湿敷。 两组都是以 7 天为一疗程。 

结果 得出结果为治疗组治愈率为 90%；对照组治愈率为 50%，两组比较，治疗组治愈率高。  

结论 结果分析表明生素 B12 湿敷治疗放射性皮肤损伤疗效好。 

 
 
PD-085 

舒适护理对妇科恶性肿瘤术后化疗患者生存质量影响的研究 

 
付本翠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舒适护理对妇科恶性肿瘤住院化疗患者的生存质量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 80 例妇科恶性肿瘤术后化疗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舒适护理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采用

常规护理方式，舒适护理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舒适护理。两组患者分别在入组时和干预 1 个月

时进行生存质量各维度评分。 

结果 两组患者干预后生存质量各维度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舒适护理可以提高妇科恶性肿瘤住院化疗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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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86 

放射性皮炎的护理进展 

 
张中林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00 

 

   放射治疗是恶性肿瘤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放射线在杀灭肿瘤细胞的同时正常组织和器官也不可

避免地受到影响。其中以放射性皮炎最常见，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甚至阻

碍患者进一步治疗。如何最大限度地减轻皮肤放射性反应，提高正常皮肤放射耐受性，增进肿瘤放

疗效果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PD-087 

95 例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术前放疗患者颈内静脉置管  穿刺点渗

血相关因素分析 

 
林亚来 林瑞玉 杨华清 林梅榕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探讨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术前放疗患者颈内静脉置管穿刺点渗血相关因素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2 月—2016 年 6 月我科就诊的 95 例行颈内静脉置管的局部进展期直肠

癌术前放疗患者年龄、穿刺部位、咳嗽、穿刺频率、留置时间、导管移位等临床症状，分析其与颈

内静脉穿刺点渗血发生率级渗血程度的相关性。 

结果  影响颈内静脉置管穿刺点渗血的相关因素有年龄（P=0.009），穿刺部位（P=0.01），咳嗽

（P=0.005），穿刺次数（P=0.003），导管移位（P=0.031），置管时间（P=0.003）。结论护士

应根据以上高危因素采取有预见性和针对性的预防及维护措施，以减少渗血的发生率，减轻渗血的

严重程度。 

结论 穿刺点渗血的相关因素有年龄，穿刺部位，咳嗽，穿刺频率来，导管移位，置管时间，置管

过程应根据以上高危因素采取有预见性和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PD-088 

总务护士在放疗专科中有效促进护理质量管理的探究 

 
唐玲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促进放疗科护理质量管理，更好的为患者提供优质护理。 

方法  确定总务护士任职条件，制定总务护士岗位职责,确定评价指标，给予奖励。 

结果  放疗科医疗用品、药品、仪器始终保证完好率 100％，化疗药物配置的准确率 100％，确保

放疗治疗的有序进行，库房物品井然有序，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了工作质量。为科室的正常运转

提供了保证，降低科室成本。 

结论 设立总务护士参与科室质量管理，能提供人性化、优质、高效、安全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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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89 

品管圈在提升我院肿瘤放疗患者健康管理过程中的应用 

 
范志茹 刘琼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提高我院肿瘤放疗患者治疗前健康教育知识知晓率、降低放疗过程中放射性皮肤损伤发生

率、提高患者放疗后功能锻炼依从性。 

方法  成立由肿瘤放疗中心为牵头部门，联合肿瘤放疗病房（医生、护士群体）的品管圈团队，运

用 PDCA 循环方法先后确定活动主题为提高我院肿瘤科对肿瘤放疗准备前肿瘤放疗患者健康教育

知识知晓率、降低放疗过程中放射性皮肤损伤发生率、提高患者放疗后功能锻炼依从性，通过对过

去半年追踪观察 157 例放疗患者深度剖析原因，设定目标，拟定并实施对策，通过效果确认进行标

准化、规范化，最后进行检讨与改进。 

结果  实施品管圈活动后，其症状知识得分、 危险因素知识得分、危害知识得分、防治措施知识得

分及总评分均高于活动前，Ⅱ级及以上皮肤损伤发生率明显低于活动前，实施前后患者依从性比较

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品管圈活动可提高肿瘤放疗患者健康教育知识的知晓率，提高健康教育的实施效果，同时降

低了患者放疗所致皮肤损伤的程度，并且能够增强患者放疗后对功能锻炼重要性的认知，从而提高

患者功能锻炼的依从性和生活质量。 

 
 
PD-090 

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放疗护理体会 

 
刘静 

宁夏医科大总院肿瘤医院 750004 

 

目的  观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的放疗毒性反应及护理疗效，总结护理措施。 

方法  回顾分析 2014 年-2016 年 7 月我科收住的 28 例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在治疗期间出现

的临床表现及护理处理方法。 

结果  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以口腔黏膜反应(28 例)、皮肤黏膜反应(28 例)、鼻黏膜反

应(28 例)、眼黏膜反应(1 例)、骨髓抑制(5 例)、胃肠道反应(4 例)为主。 

结论 护理人员加强对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放疗的毒性反应的密切观察及全程性护理，包括健

康教育和心理护理，积极预防不良反应，严密观察放疗后出现的口腔黏膜反应、皮肤黏膜反应、鼻

黏膜反应、眼黏膜反应、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给予及时正确的处理和提供热情周到的护理服

务，使患者能以最佳的心理状态积极乐观的配合治疗，减轻患者的痛苦，保证放疗顺利进行。 

 
 
PD-091 

恶性肿瘤患者“心理痛苦量表”（ESAS）的临床应用探索 

 
周亚娟 应小芳 高娟 王惠芬 周晓艺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  恶性肿瘤患者常常伴随心理痛苦，可能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治疗疗效。心理痛苦作为病人

的主观体验和感受往往不易被察觉，临床工作中需要借助一定的评估工具对其进行评估。加拿大

Tom Baker 肿瘤中心研发的心理痛苦评估量表（ESAS），经实践验证具有较好的可行性，但在国

内研究尚属起步阶段。ESAS 通过患者主观描述躯体及心理状态来对患者的心理痛苦进行标准化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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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可有效判断患者的心理痛苦程度，为指导临床肿瘤专科医师评估并处理肿瘤患者的不良心理反

应提供有效手段。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恶性肿瘤患者中使用 ESAS 量表的可行性。 

方法  组织医护人员进行 ESAS 量表的标准化解读及量表发放与收集的培训。由受过培训的工作人

员在病房随机发放 ESAS 量表，指导患者填写量表，并回收有效的量表。最后量表逐项分析各项指

标的发生率。 

结果  共发放 158 份量表，回收有效量表 150 份（94.9%），患者病种包含：肺癌 49 例，乳癌 15

例，鼻咽癌 27 例，其他头颈癌 22 例，其他恶性肿瘤 37 例。ESAS 筛查出中度及以上（≥4 分）心

理痛苦的患者包括：疼痛 27 例（18.0%）、疲倦 31 例（20.6%）、恶心 17 例（11.3%）、抑郁

12 例（8.0%）、焦虑 28 例（18.7%）、困乏 41 例（27.3%）、食欲下降 51 例（34.0%）、生活

质量下降 41 例（27.3%）、瘙痒 12 例（8.0%）及气促 16 例（10.1%）。重度心理痛苦（≥7 分）

患者包括：疼痛 9 例（6.0%）、疲倦感 10 例（6.7%）、恶心 10 例（6.7%）、抑郁 3 例

（2.0%）、焦虑 9 例（8.6%）、困乏感 12 例（8.0%）、食欲下降 21 例（14.0%）及生活质量下

降 13 例（8.7%）、瘙痒 3 例（2.0%）及气促 5 例（3.3%）。本量表可在 5 分钟以内完成，提示

患者依从性较高。 

结论  患者中较常出现（≥10%）的心理痛苦症状包括：疼痛，疲倦，恶心，焦虑，困乏，食欲下

降，生活质量下降以及瘙痒气促。较常出现（≥10%）的重度心理痛苦症状包括：食欲下降。对于

提示有中重度心理痛苦症状的患者应及时干预，同时重视肿瘤心理学专业人员的介入与干预，以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ESAS 量表简单实用，患者依从性较高，如能在临床中大规模推广使用，及时

发现患者的心理痛苦症状，并进行心理疏导，提高患者依从性及临床治疗干预的效率。同时这种方

式可以加强医患之间的交流，有效提高患者的就医满意度。 

 
 
PD-092 

放疗过程中不良事件的发生及防范措施 

 
杜瑞琴 

甘肃省肿瘤医院 730050 

 

放射治疗技术是放射治疗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利用射线束治疗肿瘤的一门学科。放射治疗技术是

实施放射治疗过程中的一种手段。放射治疗技术实施是否准确会直接影响放射治疗效果。放疗技术

员是放射治疗计划的忠实践行者。放射治疗技术人员在工作中粗心大意、责任心差、解释不到位

等，会有各种不良事件即失误的发生。不管哪方面的失误，都会给病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痛苦。

本文通过查找原因，加强培训，有效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PD-093 

赛肤润预防乳腺癌术后放疗患者放射性皮炎的效果观察 

 
翟淑敏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目的  观察赛肤润在预防乳腺癌术后放疗患者放射性皮肤损伤发生率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 96 例需要进行乳腺癌术后放射治疗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放射治疗时

放射区域皮肤不涂抹任何药物，也禁忌用温水擦洗。观察组：从放疗开始即使用赛肤润(液体敷

料)，每次使用时将赛肤润喷于放射区域皮肤，用棉签涂匀，注意涂抹时旋转棉签以减少摩擦，禁

忌擦拭，每日 2--3 次，避开放疗前、后一个小时。放疗期间放射区域皮肤禁止用温水清洗。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急性放射性皮肤损伤具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赛肤润能有效降低乳腺癌术后放疗患者的放射性皮肤损伤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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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094 

PICC 接触性皮炎 1 例疗效观察 

 
王波 刘爱娟 孙青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750004 

 

目的  观察 PICC 给患者可提供中长期的静脉输液治疗及便于静脉输注高刺激性或高渗透压的药物

之外，可有效保护血管，避免化疗药物外渗对外周血管造成的刺激，减轻患者因反复静脉穿刺的痛

苦。 

方法  宁夏医科科大学总医院肿瘤医院放疗科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对 1 例 PICC 携管期间发生接

触性皮炎进行了跟踪观察，采用常规 PICC 维护方法后，再用无菌生理盐水棉球脱碘待干后，用

0.9%NS10ML+地塞米松 5MG 摇匀后，用该溶液无菌纱布湿敷于 PICC 置管处皮炎面，时间大于

10 分钟，范围大于皮疹范围 3cm3。待干后采用无菌操作法将卤米松涂抹于患处待吸收后，采用无

菌操作法将美皮康超薄敷料覆盖于患处，并将 PICC 导管置于美皮康之上，外层用透明贴膜固定。

特别注意，外层再用弹力绷带加强固定防止脱管，以后每 3 天换药一次，3 次换药后患者皮炎处皮

肤色素沉着，红疹消退。4 次换药后导管周围皮肤已痊愈，改用 IV3000 透明贴膜固定导管，以后

按常规方法给患者局部换药，未再复发，导管延长保留时间直至治疗完全结束出院。 

结果  患者贴膜处局部皮肤红斑消退，无肿胀、瘙痒、烧灼感，无液体渗出。 

结论  化疗后患者由于机体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失调，过敏体质，营养不良等因素加上局部皮肤长

期消毒剂刺激易发生穿刺点周围接触性皮炎。PICC 可有效保护血管，避免化疗药物外渗对外周血

管造成的刺激，减轻患者因反复静脉穿刺的痛苦。提高了患者对治疗的依存性及生活质量，还有效

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PD-095 

42 例头颈部恶性淋巴瘤放疗期间营养支持的护理观察 

 
贺连芳 何巍 孟丽 陈波 唐玉 李宁 刘跃平 王淑莲 金晶 李晔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探讨头颈部恶性淋巴瘤患者放疗期间有无营养支持对疗效及一般状况的影响。 

方法  入组标准如下：病理确诊为非霍奇金淋巴瘤，且在我病区行放疗者；原发部位为头颈部淋巴

结或结外器官；经查房有放疗适应症；放疗前有可测量病灶；有完整的病历资料和营养状况记载。

记录病人的一般资料，Ann Arbor 分期，病理类型，治疗，营养状况，血常规和血清蛋白，粘膜反

应以及近期疗效。分析有无营养支持与上述指标的关系。近期疗效评价采用 RECIST1.1 标准，副

反应评价参照 CTCAE4.0 标准。统计学分析应用 SPSS17.0 统计软件，数据采用中位数及百分

比，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P﹤0.05 表示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2012 年 3 月—2016 年 5 月，符合入组条件者 42 例，营养组 27 例，对照组 15 例。营养组

和对照组的男女比例分别为 20:7 和 9:6。营养组和对照组的中位年龄分别为 52 岁和 39 岁

（P=0.237）。两组中主要的病理类型均为结外鼻型 NK/T 淋巴瘤，所占比例分别为 96.2%和

86.7%（P=0.246）。两组放疗照射剂量中位值均为 50 GY。营养组和对照组的原发部位最常见的

均为鼻腔（77.7%vs73.3%），其次均为鼻咽（18.5%vs20%），再次为上颌窦（6.3%vs4.8%）。

营养组和对照组分期对比（P=0.103）：I 期：63.0%vs86.7%，II 期（37.0%vs 13.3%）。营养组

和对照组 IPI 评分≥1 分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66.7%和 46.7%。营养组有 B 组症状者占 51.9%，对照

组占 26.7%（P=0.114）。所有病例均按照计划完成放疗。营养组和对照组 CR 率分别为 88.9﹪和

60﹪（P=0.029），营养组和对照组Ⅲ度以上的粘膜反应分别为 44.4﹪和 0﹪，（p=0.01）；两组

的体重减少的绝对值的中位数分别为 1kg 和 0kg（P=0.235） ，两组的贫血和白细胞减少发生比率

分别为：26.0%vs26.7%（P=0.728）,40.7%vs40%（P=0.496）.两组在疗中的低蛋白血症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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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分别为 3.3%和 0%。尽管营养组比对照组的分期更晚，IPI 评分更高，合并 B 组症状者更多，

但经过放疗期间的营养支持，获得了更好的近期疗效，且耐受性不差于对照组。 

结论    对头颈部淋巴瘤患者放疗期间给与营养支持，利于放疗反应毒副作用的恢复，有利于放疗疗

效的提高，近期放疗好于对照组。 

 
 
PD-096 

团体心身干预对食管癌同步放化疗患者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焦妙蕊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团体心身干预对接受同步放化疗的食管癌患者情绪状况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接受同步放化疗的食管癌患者 150 例随机分组，对照组在治疗期间行常规护理，干预组在此

基础上给予团体心身干预。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分别采用生活质量核心问卷(QLQ-C30）、焦虑自

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对其心理、生理和生活质量进行评估和比较。 

结果 团体心身干预后，干预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分别为（39.98±3.58）、（43.21±4.27），均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为 26.89、12.22；P＜0.01）。干预组的总体健康状

况、情感功能、认知功能、角色功能评分分别为（63.23±4.55）（68.38±4.03）、

（68.92±4.67）、（64.33±3.82），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为 4.41、3.37、

3.48、6.44；P＜0.01）；失眠、疲乏、恶心呕吐评分分别为（62.05±3.98）、（56.66±3.45）、

（51.13±4.62），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值分别为-3.27、-14.73、-4.48；P＜

0.01）。 

结论 团体心身干预可有效改善食管癌同步放化疗患者的负性情绪，提高其生活质量。 

 
 
PD-097 

早期宫颈癌患者放疗联合以顺铂为主的化疗出现骨髓抑制的观察

及护理 

 
魏思琪

1
 陈小岑

2
 

1.天津医科大学 

2.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目的  探究早期宫颈癌患者放疗联合以顺铂为主的化疗出现骨髓抑制的护理方法。 

护理措施  选择天津某三甲医院 2015.4—2016.6 收治的接受同步放化疗的早期宫颈癌患者 46 例，

化疗方案为以顺铂为主联合多西他赛，入组观察人群均为同步放化疗后出现骨髓抑制的患者。在治

疗期间从护士、患者及家属的不同角度，针对患者出现骨髓抑制的不良反应采取相应措施。护士方

面：加强对护士进行同步放化疗中出现骨髓抑制的相关知识培训，在操作中注意两种化疗药物的给

药顺序，避免因给药顺序错误而加重患者的不良反应。同时，护士在日常护理工作中注重对患者的

病情观察，针对患者的症状给予保护性隔离，加强感染及出血的预防，做好口腔、泌尿系统等细菌

易侵袭部位的每日清洁，注重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教育等护理措施。患者方面：提高患者在同步

放化疗期间自我观察和监督的意识，及时向护士反馈病情信息。家属方面：告知家属保护性隔离的

意义，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探视，注意患者饮食的清洁，避免由于外来因素导致患者病情加重。 

结果 本组 46 例患者年龄 32~70 岁，中位年龄 56 岁。在同步放、化疗期间出现不同程度的骨髓抑

制，其中 10 例为Ⅰ度，15 例为Ⅱ度，17 例为Ⅲ度，4 例为Ⅳ度骨髓抑制。所有患者中，出现发热

8 例，腹泻 10 例，阴道出血 6 例，泌尿系统感染 7 例。经过上述多方面综合性的护理措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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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腹泻、阴道出血及泌尿系统感染的患者，症状均得到缓解和改善，其他患者在治疗期间未出

现院内感染及出血，46 例患者均安全度过危险期，并顺利完成治疗。 

结论 通过加强护士的专业能力、病情观察技巧，采取针对性护理措施，提高患者自我观察的意

识，注重患者家属的健康教育等多方面的措施，形成护士、病人和家属共同参与的护理方式，有效

改善早期宫颈癌患者在同步放化疗期间出现的骨髓抑制的相关症状，提高患者对治疗的耐受性，帮

助患者顺利渡过整个治疗过程 

 
 
PD-098 

品管圈在降低鼻咽癌放疗患者皮肤损伤发生率中的运用 

 
易珑 汤婷 杨继红 

四川省肿瘤医院胸部放疗科 610041 

 

目的  探讨护理品管圈在降低鼻咽癌放疗患者放射性皮肤损伤发生率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 2014 年 7 月至 2014 年 12 月的鼻咽癌放疗患者 90 例为对照组（活动前），2015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的鼻咽癌放疗患者 90 例为实验组（活动后），成立品管圈小组，确立活动课

题，进行现状调查，要因分析、设定目标、制定对策并实施。 

结果  开展品管圈活动后，患者放射性皮肤损伤Ⅰ级发生率从 95.8%下降到 73.5%，Ⅱ级皮肤损伤

发生率从 38.3%下降到 10.1%，程度较前有明显下降。 

结论  开展品管圈活动后可以有效降低鼻咽癌放疗患者的皮肤损伤发生率，提高了护理服务满意

度，有利于科室护理质量的持续有效改进。 

 
 
PD-099 

基于循证护理的心理干预对老年乳腺癌患者情绪及免疫功能影响

的研究 

 
吴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放疗科 130021 

 

 

目的  探讨基于循证护理的心理干预对老年乳腺癌患者情绪及免疫功能影响  

方法  选取自 2014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收入我院并符合纳入标准的 56 例老年乳腺癌患者。心理

干预前，收集患者资料，填写《自我评定情绪量表》，采集标本并检测 CD3，CD4，CD8，CD4

／8 和 NK 活性。治疗期间实施基于循证护理的心理干预：（1）成立循证小组；（2）提出循证问

题：①老年肿瘤患者情绪、免疫功能与心理干预的关系；②老年肿瘤患者最佳心理干预措施。

（3）循证小组检索文献，找到心理干预措施的最佳证据，结合患者不同的年龄、文化程度、诊疗

阶段和需求，以及护士的临床经验和相关知识，制定个性化心理干预措施；（4）循证护理实践:心

理干预方法包括①针对不同心理状态选择不同的音乐放松；②引导性想象训练。两种干预均完成为

一次，每次 50 分钟、每周三次、持续干预三周。（5）效果评价。干预后，再次收集两组者资料，

根据《自我评定情绪量表》结果评估情绪改善有效率，对比干预前、后，CD3，CD4，CD8，CD4

／8 和 NK 活性检测结果，判断基于循证护理的心理干预对患者情绪和免疫功能的影响。  

结果 本次研究中所有患者情绪改善有效率为 96.43%，T 细胞亚群和 NK 细胞活性明显增加，提示

免疫功能改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基于循证护理的心理干预与传统心理护理方法相比，能更有效的改善老年肿瘤患者情绪，提

高免疫功能，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老年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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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100 

肺癌患者放疗期间不良反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陈小岑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研究肺癌患者放疗期间的治疗不良反应，分析疾病相关资料、心理状态、疼痛程度对治疗不

良反应的影响，为肺癌患者放化疗期间不良反应症状风险筛查提供依据。 

方法  以 2011 年 2 月至 2013 年 3 月，在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放射治疗的肺癌患者为研

究对象，入院时采用统一设计的调查表，调查患者社会人口学资料和疾病相关资料；从放疗开始至

放疗结束，选择 6 个与肺癌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进行评估，包括：放射性皮炎、放射性食管炎、放

射性肺炎、骨髓抑制、疲劳、发热。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应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方法分析患者

治疗不良反应的影响因素。 

结果  182 例行放疗的肺癌患者放疗期间，85 例(46.7%)患者出现焦虑，87 例(47.8%)患者出现抑

郁，肺癌患者放疗期间疼痛平均分为 2.70 分；患者疲劳的发生率为 41.8%；68 例(37.4%)患者出

现便秘；57 例(31.3%)患者发生放射性食管炎；87 例(47.8%)发生放射性皮炎；40 例(22.0%)发生

放射性肺炎；62 例(34.1%)患者出现血红蛋白降低；94 例(51.6%)患者出现白细胞降低；33 例

(18.1%)患者发生血小板抑制。单因素分析显示：有高血压史的肺癌患者与无高血压史的肺癌患者

两组之间疲乏发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手术史的肺癌患者与无手术史的肺癌患者两

组之间疲乏发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营养支持的肺癌患者与无营养支持的肺癌患者

两组之间发热发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别以疲乏、发热为因变量，进行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手术史、高血压史是肺癌患者放疗期间疲乏的影响因素(p＜0.05)；高血压

史、营养支持是肺癌患者放疗期间发热的影响因素(p＜0.05)。 

结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肺癌患者放疗期间治疗不良反应的影响因素主要为手术史、高血压史、营养

支持和疼痛，为肺癌患者放化疗期间不良反应症状风险筛查提供依据。临床可以对早期高风险人群

进行针对性护理措施，避免放疗期间不良反应的出现，降低放疗期间不良反应为患者身体心理带来

的不适，改善患者的治疗体验，提高生活质量。 

 
 
PD-101 

肠内营养支持治疗改善头颈部肿瘤放化疗病人的 营养状况的效

果观察 

 
白洪芳 

四川省肿瘤医院.研究所放疗科 610081 

 

目的  观察肠内营养支持治疗对头颈部肿瘤放化疗病人的营养状况的改善效果  

方法  应用欧洲营养风险筛查 NRS2002 标准，对头颈部肿瘤放化疗病人进行营养风险筛查，统计

营养风险的发生率；对有营养风险的 180 例病人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放化疗期间进食

自然饮食的基础上加用肠内营养制剂，对照组放化疗期间进食自然饮食。 

结果  试验组病人放化疗期间体重及体质指数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

血清总蛋白、血清白蛋白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试验组放化疗副反应口腔黏膜炎、放疗照射

野皮肤反应明显轻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肠内营养支持治疗对改善同步放化疗的头颈部肿瘤病人的营养状况有显著的效果，减少病人

因营养不良所致的延缓、中断治疗，提高肿瘤治愈率及病人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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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102 

碘伏加康复新液防治放射性口咽黏膜炎的疗效观察 

 
高学珍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目的  观察碘伏稀释液漱口加康复新液含服在防治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头颈部肿瘤患者在放射治疗前，随机分为观察组 30 例碘伏稀释液漱口加康复新液含

服，对照组 30 例碘伏稀释液含漱，两组放疗均  采用 6 MV X 线适形和常规分割照射，2GY/次,5

次/周,照射总剂量为 56～72Gy。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 I、Ⅱ、Ⅲ、Ⅳ级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

(P<0．05)。两组平均疼痛指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碘伏稀释液含漱加康复新液含服能减轻和缓解急性放射性口咽黏膜炎的症状，降低疼痛指

数，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     

 
 
PD-103 

延续护理在鼻咽癌调强放疗患者张口困难康复中的应用体会 

 
李瑾 高力英 胡清荣 张小钰 

甘肃省肿瘤医院 730050 

 

目的  总结延续护理在鼻咽癌患者出院后张口锻炼的应用体会。 

方法  2012 年 8 月至 2014 年 12 月，我科采用调强放射治疗鼻咽癌 96 例。通过电话随访和问卷调

查的方法指导和评估患者出院后的张口锻炼，防止颞颌关节功能障碍。 

结果  本组患者在接受延续护理的过程中得到了专业的康复功能锻炼，颞颌关节功能障碍得到了有

效的控制。 

结论  延续护理在鼻咽癌患者出院后张口锻练中有积极的作用。 

 
 
PD-104 

63 例宫颈癌放疗相关性腹泻的护理与体会 

 
张青月 陈小岑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通过探讨宫颈癌放疗相关腹泻的护理经验，为以后的临床工作提供借鉴，用以防止直肠炎、

肠瘘等并发症的发生。  

方法  选取某三甲医院放疗科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7 月接受放射治疗的 63 名宫颈癌患者，采用

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常用不良反应术语标准第 4.0 版对腹泻进行Ⅰ~Ⅴ度，并对其放疗后护理方法

进行分析。 

结果  调查发现：未发生 10 例，Ⅰ级腹泻 16 例，Ⅱ级 22 例，Ⅲ级 14 例，Ⅳ级 1 例，Ⅴ级 0 例。

通过对宫颈癌患者放疗期间体位的摆放，胃肠道的管理，营养支持，心理疏导，健康教育，皮肤护

理，灌肠过程中器具、药物、速度及压力的选择，对患者实施个体化护理。经过临床护理工作的改

善，放疗性腹泻及相关症状明显缓解，未出现死亡病例，患者满意度达到 90%以上。 结论  接受放

疗的宫颈癌患者在接受放射治疗期间，通过放疗期间体位的摆放及胃肠道的管理，减少了腹泻的发

生例数，通过对患者腹泻期间灌肠及肠内营养支持，维持电解质平衡，改善了腹泻症状。因此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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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研究中课进行综合护理干预对放疗腹泻严谨的随机对照试验，改善腹泻症状，来降低腹泻给患

者带来的痛苦，提升其生活质量。 

 
 
PD-105 

护理干预对肺癌患者 4D-CT 扫描时呼吸均匀性的影响分析 

 
刘晓庆 王逸如 陈鑑 伍方财 

广东省汕头市汕大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515031 

 

目的   回顾性分析护理干预对肺癌患者 4D-CT 定位扫描时呼吸均匀性的影响。 

方法  分别选取 2013 年 5-12 月 13 例和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7 月 12 例行 4D-CT 定位扫描的肺

癌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在 4D-CT 定位扫描时，对实验组进行护理干预，根据患者呼吸门控

的呼吸波形图，采用两组患者呼吸幅度的标准差作对比，回顾性的分析护理干预后对肺癌患者 4D-

CT 定位扫描时呼吸的影响。 

结果  对照组呼吸频率为 9-22 次/分，呼吸波高低不一，呼吸幅度标准差为 0.32；实验组呼吸频率

为 12-22 次/分，呼吸波高度均匀，呼吸幅度标准差为 0.04。使用 Shapiro-Wilk test 法检验数据正

态分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P=0.013，P<0.05，差异有显著性，统计有意义。实验组患者能掌

握呼吸门控时的呼吸技巧，顺利配合扫描定位，静脉穿刺成功率达 100%。 

结论  将护理干预应用于 4D-CT 定位扫描中，可以使肺癌患者更积极的配合扫描，能有效改善患者

呼吸的均匀性，保证了扫描的顺利进行并获得了满意结果。 

 
 
PD-106 

羟考酮缓释片治疗中早期鼻咽癌单纯放疗相关口腔黏膜 

疼痛的初期结果 

 
皮国良

1
 毕建平

1
 何汉平

1
 李莹

1
 黎艳萍

1
 程天翠

1
 胡德胜

1
 韩光

2
 

1.湖北省肿瘤医院 

2.湖北省人民医院 

 

目的  观察口服羟考酮缓释片减轻中早期鼻咽癌患者放射性口腔黏膜疼痛的疗效，并评估服药最佳

时机。 

方法  随机选取 2014 年 1 月~2016 年 3 月我院收治的中早期（鼻咽癌 2008 分期，I-III 期）鼻咽癌

患者 84 例,患者放疗过程中因各种原因未同步放化疗或同步靶向治疗（放疗前后可进行常规化

疗），采用调强适形放疗单纯放疗,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对放化疗中口腔黏膜炎损伤疼痛进行

评分,随机分为 1、2、3、4 组,1 组患者轻度疼痛开始口服盐酸羟考酮缓释片（每次 10mg，12 小时

一次）;2 组患者中度疼痛开始口服盐酸羟考酮缓释片;3 组患者重度疼痛开始口服盐酸羟考酮缓释

片;4 组患者在放疗期间不使用羟考酮缓释片，所有入组患者给予常规治疗(饮食指导、鼻咽癌口腔

锻炼及护理、非阿片类药物镇痛治疗、抗炎激素对症治疗)。观察比较四组患者疼痛缓解总有效

率、生活质量、羟考酮相关不良反应、放疗完成度及经济学等指标，判断羟考酮缓释片减轻中早期

鼻咽癌患者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所致疼痛疗效并观察生活质量量表评分的变化，并推测服药最佳时

机。 

结果  研究观察到中早期鼻咽癌患者在照射 20-30Gy（我院鼻咽癌根治性放疗 33 分次，约第 10-15

次放疗）时出现中度疼痛，在照射到 40Gy-50Gy（约第 20-25 次放疗）左右时出现重度疼痛，在

放疗（约 45-50 天）结束后,1 组患者 VAS 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均较 2、3、4 组具有明显差异

(P<0.05), 1 组患者 VAS 评分最低，生活质量评分最高。1 组患者恶心呕吐、便秘等阿片药物不良

反应较 2、3 组患者有减轻趋势(P>0.05)，1、2、3 组患者经治疗后疼痛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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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P<0.05)；所有入组患者均完成放疗（45-50 天），4 组患者较 1、2、3 组患者住院时非放

疗相关治疗费用有所增加趋势 (P>0.05)。 

结论  早期口服羟考酮缓释片可更有效减轻中早期鼻咽癌患者放射性口腔黏膜疼痛的发生并减轻其

程度，并可能有助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且耐受性良好，可能有助于减少抗炎对症等治疗的应用，减

少患者经济负担，提高放疗依从性，本研究仅为初期数据，仍需更多病例进一步研究。 

 
 
PD-107 

优质护理配合毫米波热疗对食管癌患者放射治疗各剂量区并发症

早期干预的临床研究 

 
陈晓慧 

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医院 733000 

 

目的  分析优质护理服务配合毫米波热疗对食管癌 3DRT 的患者在各剂量区并发症的干预的疗效和

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4 月-2014 年 4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80 例食管癌并接受了放射治疗患者，

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为优质护理服务模式组，另一组接受了我科以优质护理服务配合毫米波热疗的

护理模式组。单纯放疗 63 例，放化疗同步 27 例。 

结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因放射性食管炎导致患者因放射性食管炎导致吞咽困难、吞咽

疼痛降低了 57.50%。放射性气管炎发生率降低了 62.95%，感染发生率降低了 67.83%，梗阻降低

了 97.5%，穿孔降低了 100%。 

结论 优质护理服务配合毫米波热疗使食管癌 3DRT 患者并发症明显下降，生存率、生活质量有所

提高。 

 
 
PD-108 

甲亢突眼病人放射治疗的心理疏导 

 
邵冰霞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 030001 

 

目的  球后外放射治疗已成为甲亢突眼病人缓解炎性眼征的有效治疗方法之一。其疗效好、简便、

安全(多数病人可门诊治疗)，不良反应小。本文主要讨论甲亢突眼患者接受放射治疗的心理状态，

及时针对性护理干预对治疗和预后的重要意义。 

方法  就诊时或入院时沟通心理调查，住院治疗期间心理追踪调查和出院随访调查。结果本组接受

放疗患者存在心理障碍较多，经针对性护理干预，较好地支持临床治疗。 

结果与结论 甲亢突眼病人因 T3 、T4 分泌过量而出现精神、神经系统方面的改变, 如：神经过敏、

多言多动、紧张多虑、焦躁易怒、不安失眠、思想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有时甚至出现幻觉、亚躁

狂症或精神分裂症等。此时我们应多安慰、关心、体贴病人, 解释工作要耐心、细致, 避免惊吓病

人，不与病人争吵，以免加重病情。环境及饮食护理保持环境清洁、安静。患者出汗多, 嘱勤换内

衣裤, 避免着凉, 预防感冒。护理时间要集中, 不要轻易叨扰患者。饮食易高蛋白、高热量、易消化

的食物。消瘦消耗严重者必要时给予静脉补充营养对接受放射治疗的乳腺癌患者应进行心理调查，

及时介入针对性护理干预，使其顺利完成全程治疗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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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109 

食管癌患者放射治疗期间护理要点 

 
安润花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放射治疗是食管癌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可应用于不同食管癌的病期，并且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放疗对食管癌的效果很显著，尤其对于有手术条件的早期食管癌患者。对于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

者，可通过放射治疗缩小肿瘤而重新获得手术条件；对于中晚期的食管癌患者，则可以通过放射治

疗缓解症状，延长生存期，有的患者甚至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于已经发生远处转移的食

管癌患者，还可以通过姑息放射治疗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食管癌患者放射治疗期间护理要点

如下 

 
 
PD-110 

早期综合护理干预减轻宫颈癌患者放疗 副作用的效果观察 

 
曹佳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探讨对宫颈癌放疗患者实施早期综合护理干预对减轻其副作用的临床效果。 

方法  本次研究对象选取本院在 2014 年 4 月-2016 年 4 月期间收治并进行放疗的 90 例宫颈癌患

者，按照患者的入院顺序将其随机分成两组，护理组与对照组各 45 例。其中对照组采取常规护

理，常规护理包括病房环境护理、谨遵医嘱按时服药、心理护理以及出院指导等；护理组在常规护

理基础上实施早期综合护理干预，护理措施如下：1 体外与腔内照射护理:体外护理主要用于治疗患

者软组织、盆腔淋巴结以及子宫旁结缔组织。在治疗期间需要对其进行阴道护理，冲洗患者阴道；

出现不良反应时需要根据患者临床症状调整方案[3]。2 放射性直肠炎:护理人员早期加强对患者腹

痛与便血等临床症状的观察，采用思密达进行治疗。3 阴道出血:患者采取卧床休息，并严密地监视

其阴道出血症状，掌握其出血量。当患者出血量较大时需要进行止血，并采用止血药物进行有针对

性治疗[4] 4 放射性膀胱炎:放射性膀胱炎多发生于放疗 1 年后，主要的临床表现为尿痛以及排尿次

数增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在护理上需要在放疗前嘱咐患者尽可能地将其膀胱内的

尿液排空，确保其空腹状态。5 阴道炎症:护理人员在放疗前需要了解患者阴道发炎状况，若存在阴

道炎症则需要控制炎症后再进行放疗。在放疗期间用蒸馏水稀释浓度为 5%的活力碘，将其 890 冲

洗患者的阴道内部，主要目的在于将坏死组织清除[5]。比较两组患者副作用发生情况。 

结果  护理组患者腹泻、阴道出血、阴道炎症等副作用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结论  对宫颈癌放疗患者实施早期综合护理干预能显著地减轻其副作用的发生率，提高治疗效果，

促进患者尽早康复。 

 
 
PD-111 

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放射治疗的护理综述 

 
龚璇 黄玉荣 杨晨芳 刘晴晴 郭楠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新辅助放射治疗是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首选治疗模式。直肠癌的新辅助放疗不仅可以降低肿瘤的

临床分期、提高局部控制率和远期存活率，而且还可以提高中低位直肠癌的保肛率。但由于在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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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射线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也会损伤正常的细胞、组织和器官，产生许多的急性、慢性的副

反应，给患者带来诸多不适和痛苦，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治疗效果。针对这一问题，旨在总结

分析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放射治疗期间可能出现的心理、饮食等问题，以及产生的副反应如放射性皮

炎、肛周水肿、放射性肠炎、放射性膀胱炎、血象异常等，通过放疗前、放疗中、放疗后三个不同

的阶段，阐述分析相应的护理方法及护理技巧，从而帮助患者增强信心，改善心理状况，预防和减

轻放疗的副反应，提高生活质量，保证患者能安全顺利的完成放射治疗。同时，为直肠癌新辅助放

疗患者的针对性护理提供一定的依据，可以及时有效的对出现的问题及副反应进行处理。 

 
 
PD-112 

规范化健康宣教预防肿瘤患者 PICC 静脉血栓的效果观察 

 
程美玲 龙小丽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规范化健康宣教预防肿瘤患者 PICC 静脉血栓的临床效果。 

方法 将我科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5 月置管的 58 例患者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29 例。对照

组给予常规预防静脉血栓健康指导：⑴置管后 6h 指导患者正确使用弹力球进行握拳锻炼，6 次/

日，每次握 25 下，以感觉到上臂肌肉紧绷感为宜，握 10s 后，放松 10s，促进置管侧肢体的血液

循环；⑵热水浸泡手足，早晚各一次，每次 20min，水温 38-41℃；⑶每日饮水 1000ml 以上，稀

释血液，预防血栓；⑷指导患者进行日常生活，提重不超过 5kg，避免过度外展、上举，以减少对

血管内壁的机械刺激；⑸睡眠时，避免长时间压迫置管侧肢体，以免血流缓慢；⑹每日测量臂围，

观察置管侧肢体有无肿胀、疼痛、皮温升高及皮肤颜色变化，警惕血栓发生。实验组在常规健康指

导基础上增加以下措施：⑴培训护理人员。定期组织全体护士学习相关理论知识，每月一次进行理

论考核并列入质量考评，使每位护理人员能够规范化进行健康宣教；⑵责任护士每日早晚两次对患

者进行健康宣教⑶制定 PICC 临床护理实施情况登记表，放置在床尾，每日进行评估，准确记录预

防血栓护理措施执行情况及置管侧肢体状况；⑷出院当日由 PICC 专科护士进行评估，评价患者

PICC 知识掌握情况；⑸建立微信群，由两名 PICC 专科护士进行管理，及时对患者及家属提出的

疑问进行咨询和解答。2 组患者置管前后两天内各做１次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及 PLT 计数，以后每

周检查１次，连续检查直至发现血栓形成或拔管为止。评价方法 ①静脉血栓发生率。以彩色多普

勒超声检查证实有静脉血栓发生为准。②两组置管时间。统计两组置管时间,均以本次置入成功后

留置的时间为准。③ PLT 计数。 

结果 实验组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对 PICC 置管患者进行规范化的健康宣教，能够有效预防血栓的发生。  

 
  
PD-113 

The effects of conventional gamma irradiation on 

physical properties of BD 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 a basic study 

 
Zhang Jian 

Sichuan cancer hospital 610041 
 

Objectives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conventional gamma irradiation on physical properties of BD 
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 (PICC) in the radiation field. Desig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ample: 60 18G (4-Fr) ×65cm single lumen PICCs (Becton, Dickinson an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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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he study included two parts of which the first was that 30 PICCs exposed to radiation 
field, and the second part was that 30 PICCs embedded in a 3cm homogeneity water equivalent 
phantom.The two 
parts were respectively divided into 3 groups according todifferent fractionated regimens. 10 
PICCs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fractionation in 2Gy per fraction and five fractions per week. 10 
PICCs were continuously given hypofractionation 6 times in 10Gy per fraction. 10 PICCs were not 
given radiation as controls. After the radiation were finished, theses PICCs were sent to third-
party detection institution for analyzing physical properties, including fracture force, liquid 
velocity, leakage performance. 
Results  No leakage of PICCs under 300Kpa airflow pressure that lasted 15 seconds occurred. 
Fracture force values and liquid velocity values of all PICCs were within the normal range.In two 
parts,liquid velocity values of control groups were higher than the two groups that 
received radiation(P<0.05),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radiation groups 
(P>0.05).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among conventional fractionation group, 
hypofraction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in comparison of fracture force values in two parts 
(P>0.05). 
Conclusions  Physical properties of BD PICCs that receivedconventional doses of gamma 
irradiation might not change. Further spectral analysis and animal studywere needed to prove 
their safety in gamma 
irradiation.  
 
 
PD-114 

股静脉 CVC 应用于颅内肿瘤射波刀治疗中的效果观察 

 
殷莉萍 金星 王希红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股静脉中心静脉导管（Central Venous Catheter,CVC）在射波刀颅内肿瘤治疗中保证高

渗脱水药物，降颅压使用的效果观察。 

方法 对 58 例颅高压患者采用股静脉 CVC 操作方法:穿刺侧下肢稍外展，确定股静脉位置食指定

位，穿刺针呈 75 度角沿动脉搏动最明显处内侧 0.5cm 处刺入，见回血为暗红色且无明显压力确定

为静脉后导入 CVC 约 20cm，透明敷料贴膜固定，标记穿刺时间、导管外露刻度、置管者姓名

等。结果 股静脉 CVC 置入 58 例与普通钢针、浅静脉留置针 66 例对照观察，结果显示股静脉

CVC 置入组患者在穿刺次数、输液速度、液体外渗、总体满意度等方面均取得满意效果。液体漏

出和患者满意度资料进行 χ2 检验分析，P<0.05 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结论 研究发现股静脉 CVC 的使用能有效降低颅内压力，减轻脑水肿，保证颅内肿瘤患者的治疗效

果，有效避免高渗脱水药对浅静脉的损伤，因此在射波刀治疗过程中选择一种快速、有效，特别是

副作用小的输液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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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001 

低温热塑口腔咬合辅助固定器对提高头颈部肿瘤放疗摆位 

精度的研究 
 

彭逊 甘勇 陈鑑 陈泽伟 林华安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515031 

 

目的  求可提高头颈部肿瘤放疗体位固定精确度和稳定性的简单、有效方法，达到减少 PTV 外扩

值、更好保护正常危及器官的目的。方法：89 例行外照射放疗头颈部肿瘤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实

验组插拔式 S 型热塑膜+低温热塑口腔咬合固定，对照组仅插拔式 S 型热塑膜常规方法固定，每周

CBCT，以组织灰度自动匹配获取三维轴向线性误差，测量获取三维平面旋转误差，利用

SPSS19.0 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组摆位值差异。结果：实验组和对照组 Vrt.、Lng.、Lat.三维轴

向线性摆位误差标准差均数分别为 0.051±0.022cm、0.070±0.032cm、0.047±0.02cm 和

0.074±0.040cm、0.088±0.053cm、0.073±0.03cm，P 值为 0.003、0.069、0.001；横断面、矢状

面、冠状面三维平面旋转误差值分别 0.028±0.376。、-0.198±0.480。、-0.025±0.393。和

0.379±1.461。、0.591±1.190。、 -0.151±0.409。，P 值为 0.037、0.002、0.316；实验组 PTV

外扩体积平均可减少 58cc，PTV 与脑干 PRV 交集体积平均可减少 0.63cc。结论：插拔式 S 型热

塑膜+低温热塑口腔咬合固定可提高头颈部肿瘤患者外照射放疗 Vrt.、Lat.轴向摆位稳定性，减小横

断平面和矢状平面旋转误差，缩小 PTV 外扩体积，更适合于精准放射治疗的体位固定。 

知识产权：本研究中采用的低温热塑口腔咬合辅助固定器 2015 年 11 月 25 日获得国家使用新型专

利授权（ZL201520088920.3）。 

现阶段工作：目前正进行两组患者 IMRT 放疗口腔受量及放射反应的研究工作。 

 
 
PE-002 

研究心脏起搏器伪影对食管癌剂量分布的影响 
 

陈艳 高飞 韩建军 

四川省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621000 

 

目的 利用瓦里安 Eclipse10.0 计划系统,研究心脏起搏器伪影对食管癌剂量分布的影响. 

方法 收集在我院接受放射治疗的 20 例植入心脏起搏器的癌症患者,由医生统一模拟食管癌勾画靶区,

并制定 A 组和 B 组计划,A 组计划是不修正心脏起搏器 CT 值，B 组计划是修正其 CT 值.两组给予

相同的单次剂量、治疗次数及优化条件,均以 95%PTV 体积获得 50Gy 处方剂量进行归一.分别比较

A 组和 B 组靶区适形性指数 CI、靶区均匀性指数 HI、心肺受量及起搏器受量的差异. 

结果 A、B 两组靶区 HI、右肺 mean、左肺 mean 及起搏器 mean 有明显差异（P<0.05）,其余均

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心脏起搏器伪影会影响食管癌剂量分布及部分危及器官指标,物理师在设计治疗计划时可以考

虑适当修正心脏起搏器 C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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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003 

一种基于圆轨道 CBCT 的一致性条件以及不完全投影数据的恢复

方法 
 

马健晖 

南方医科大学 510515 

 

目的 在 X 射线断层成像中，投影数据有时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完整，例如不精确的几何结

构，有缺陷的探测器单元等等。为了解决此问题，我们推导出了一个基于约翰方程的一致性条件，

并基于这个一致性条件提出了一种能有效恢复不完整投影数据的方法。 

方法 通过参数替换，我们从约翰方程中推导出了一个一致性条件，一致性条件的左边只是投影关

于投影角度的导数，而右边则是投影关于其他几何参数的导数。基于我们的一致性条件，我们提出

了一种投影数据恢复方法，包括以下五个步骤：1)前向投影重建物体，使用线性插值方法初步估计

不完整投影值并作为初始值；2)对步骤 1)中获得的投影初始值进行傅里叶变换；3)使用一致性条件

恢复不完整的频率数据；4)进行反傅里叶变换；5)重复步骤 2)- 4)直到满足终止迭代条件为止。 

结果 将我们的恢复方法分别应用在一个基于射束阻挡的散射校正实例和一个坏像素点校正实例

中，并验证我们方法的有效性和鲁棒性。使用平均绝对误差(MAE)，信噪比(SNR)，以及均方误差

(MSE)作为重建图像的评价标准。在散射校正实例中，平均绝对误差在 4 次迭代中减少了 63.3% - 

71.7%。对比现有的 Patch 方法，我们方法的平均绝对误差减少了 8.72%。在坏像素点校正实例

中，和传统的线性插值方法相比，使用我们方法重建的图像信噪比增加了 13.49% - 21.48%，而均

方误差则降低了 45.95%。 

结论 我们的研究证实了基于我们推导出的一致性条件提出的恢复方法可以有效地恢复不完整投

影，尤其是其中的高频分量。 

 
 
PE-004 

基于新型非局部平均约束的稀疏角度 CT 图像重建算法 
 

陈梓嘉 齐宏亮 吴书裕 徐圆 周凌宏 

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医疗仪器研究所 510515 

 

目的  稀疏角度 CT 图像重建是当前放射成像领域的研究热点，然而稀疏角度下的投影数据并不完

备，直接利用传统基于非局部平均（non-local means, NLM）约束的 CT 重建算法往往会导致重建

图像边缘过于平滑。针对以上不足，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旋转不变自适应非局部平均约束的稀疏角度

CT 图像重建算法，简称 ART-RIANLM。 

方法  新算法采用两相式重建策略，首先利用 ART 算法重建出中间图像并对其进行非负性约束，然

后采用 RIANLM 滤波对上述图像进行优化修正，两步交替进行直至满足迭代终止条件。本文在传

统 ART-NLM 算法基础上对 NLM 作出改进。首先，提出一种基于旋转不变性的相似性比较测度，

用于计算两相似块之间距离，从而充分考虑相似块的结构方向性，较准确地反映两相似块间的相似

程度，避免重建图像边缘结构模糊。其次，与传统 ART-NLM 算法在整个迭代过程对整幅图像采用

同一固定滤波参数 h 不同，ART-RIANLM 算法根据当前迭代次数及像素所处位置的梯度大小自适

应调整滤波参数 h，从而更好地在平滑图像的同时锐化边缘。为验证新算法有效性，本文采用数字

体模仿真投影数据及真实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实验。 

结果  实验中搜索窗大小设为 15×15，相似窗大小设为 3×3。仿真实验以分辨率为 256×256 的

Shepp-Logan 体模为研究对象，在 360°范围内以 15°角度间隔采集 24 个投影数据进行重建。实验

结果表明，ART-NLM 与 ART-RIANLM 算法的重建图像均基本无噪声伪影表现，但 ART-NLM 算法

重建图像的边缘区域显像模糊，而本文算法则有效地保持了图像的边缘细节，并且重建图像信噪比

更高（SNR：36.23dB>24.00dB），平均绝对误差更小（MAE：0.0006<0.0023）。相比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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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NLM 方法，新算法信噪比提高了 51%，平均绝对误差降低了 74%。真实投影数据重建实验与

仿真重建的实验结果一致。 

结论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新型非局部平均约束的稀疏角度 CT 图像重建算法，有效平衡了图像去噪

声与保边缘两方面，使低剂量优质 CT 图像重建有望在实际临床当中得以应用。 

 
 
PE-005 

一种基于手工标定模体的锥束 CT 几何校正方法 
 

杨帅 QI Hong-liang Wu Shu-Yu XU Yuan ZHOU Ling-hong 

南方医科大学 510515 

 

目的  在传统锥束 CT 系统几何参数校正中，标定模体的加工精度直接影响先验信息准确性，进而

决定了几何参数的校正精度。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手工标定模体的锥束 CT 几何校正方法，用于降低

加工精度问题带来的几何伪影。  

方法  本文方法由以下六步组成：1）设计制作标定模体和评价模体；2）螺旋 CT 扫描标定模体并

估算标记点的坐标值，并将其作为粒子群算法中粒子点的初始值；3）由粒子值和标记点的投影坐

标值计算系统几何参数；4）用当前几何参数校正后的锥束 CT 扫描和重建评价模体;5)由评价模体

CBCT 图像计算评价指数；6）用粒子群算法更新每个粒子点的坐标值。循环步骤 3)-6)直到满足终

止条件。最大评价指数对应的粒子点值作为标记点准确坐标值，用其计算得到系统几何校正参

数。  

结果  我们用 gMCDRR 模拟了标定模体和评价模体的 CBCT 投影，并用本文方法进行几何校正。

结果显示：迭代前，不准确的标记坐标值导致重建图像有严重的几何伪影；经过迭代优化，图像中

的条纹伪影减少，CBCT 系统的几何参数误差也由 19.07%降到 2.21%。同时，实际 CBCT 系统实

验结果表明，随着迭代次数增加，CBCT 系统几何校正参数更加准确，重建图像中的几何伪影越来

越少，边缘清晰无干扰。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手工标定模体的锥束 CT 几何校正方法。本方法用标记点实际的空间坐标

值进行几何校正，相比利用初始设计坐标值，本方法能够获取更精确的几何参数，降低 CT 图像几

何伪影。本方法实现了用手工模体进行精确几何校正，消除了标定模体自身加工精度所导致的参数

计算误差，降低了标定模体的加工精度，节约成本，具有重要实用价值。 

 
 
PE-006 

基于射线穿过检测物体路径长度的快速迭代重建算法 
 

陈梓嘉 齐宏亮 吴书裕 徐圆 周凌宏 

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医疗仪器研究所 510515 

 

目的  为提高传统 ART-TV 算法的重建计算效率，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射线穿过检测物体路径长度的

快速迭代重建算法，简称 FART-TV 算法。 

方法  本文在传统 ART-TV 算法基础上对 ART 作出改进。首先，提出一种基于射线穿过检测物体路

径长度的射线选取方式，通过减少每个角度的射线条数来减少投影数量，进而提高重建迭代效率。

该方法首先用少量投影数据对重建目标进行估计，然后根据该先验信息选择包含较多图像信息的射

线，即穿过检测物体路径长度较长的射线，并将这些射线优先纳入重建，修正重建图像后继续选择

射线。与此同时，本文对控制收敛速率的迭代步长 λ 作出改进。区别于传统 ART 在整个迭代过程

采用固定迭代步长，本文提出一种与射线选取次数成反比的迭代步长 λ，从而可在迭代初期加快收

敛速度，并避免在迭代后期陷入局部收敛。新算法主要步骤如下：1)按照一定方法选取少量投影

pM进行 ART-TV 重建，获得粗略重建图像；2)选择穿过检测物体路径长度较长的若干投影 p△，p△

的数目取决于总射线条数、初始重建投影数及射线选取次数；3)将上一步新选取的投影联合已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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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的投影进行 FART-TV 重建；4)根据新取得的重建图像继续选取投影 p△，循环执行步骤(3)~(4)

直至射线选取完毕。为验证 FART-TV 算法有效性，采用 Sheep-Logan 体模仿真投影数据及真实投

影数据进行重建。 

结果  实验中各角度射线总数为 512，射线选取次数为 2，初始重建投影数为 256。在 360 度范围

均匀采集 30 个投影角度，迭代 100 次。实验结果显示，在相同的迭代次数下，本文提出的 FART-

TV 算法比传统 ART 算法重建时间明显缩短 1423.5s（重建时间：3552.8s<4976.3s），平均每次

迭代节省时间 14.2s，并且重建图像信噪比稍有提升（SNR:46.58dB>43.06dB）。真实数据的实验

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新算法的有效性。   

结论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射线穿过检测物体路径长度的快速迭代重建算法，在保证重建图像质量不

降低前提下，极大程度上提高重建迭代效率。相比于传统 ART-TV 算法，新算法重建速度提高

28.61% 。 

 
 
PE-007 

4D-CBCT 扫描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摆位误差分析和质量控制 
 

刘穆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0040 

 

目的  研究肺癌患者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BRT）时摆位误差的影响因素，并及时校正摆位，对

比误差，探讨精准放疗摆位实施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方法。研究肺癌患者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时摆位

误差的影响因素，并应用 4D-CBCT 扫描技术及时校正摆位，对比普通 CBCT 扫描误差，探讨精准

放疗摆位实施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方法。 

方法 2016 年 8 月至 2016 年 9 月，应用医科达直线加速器 VersaHD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非小细胞肺

癌患者 14 例，均匀分配成两组。一组所有患者在每次放疗之前行普通 CBCT 扫描，，二组应用

4D-CBCT 扫描应用 OBI 软件将 CBCT 扫描图像与计划 CT 图像对比，结合扫描结果匹配对摆位误

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每个患者误差大小的不同，进行校正，再重复上述扫描过程再分析。 

结果 1、一组患者治疗前的 CBCT 扫描结果分析：系统误差（均数）±随机误差（标准差）在

Lateral（左右，X 轴）、Vertical（背腹，Y 轴）、Longitudinal（头脚、Z 轴）方向分别为 X

（0.43±0.39）cm，Y（0.58±0.85）cm，Z（0.43±0.33）cm。校正后 CBCT 扫描结果分析：系统

误差（均数）±随机误差（标准差）在 Lateral（左右，X 轴）、Vertical（背腹，Y 轴）、

Longitudinal（头脚、Z 轴）方向分别为 X（0.12±0.10）cm，Y（0.18±0.15）cm，Z

（0.12±0.21）cm。2、二组患者治疗前的 4D-CBCT 扫描结果分析：分别为 X（0.29±0.32）cm，

Y（0.38±0.25）cm，Z（0.44±0.36）cm。校正后 CBCT 扫描结果分别为 X（0.07±0.12）cm，Y

（0.05±0.02）cm，Z（0.10±0.03）cm。 

结论  肿瘤放疗重复摆位存在一定误差，肺癌患者的摆位极易受到患者的呼吸、体重变化、治疗总

时长、手臂环绕姿势、紧张程度等因素影响。对比治疗前 CBCT，肺下叶癌校正的误差较大，建议

结合呼吸门控技术治疗。治疗前误差较大，考虑为患者紧张，CT 显示患者由于定位时的双臂环绕

姿势与放疗时的姿势不同导致肩胛骨的内旋及外展角度的不同产生误差。可见，通过对影响因素行

综合分析，从图像扫描中总结误差来源，通过校正，可以缩小各自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4DCT 扫

描匹配可提高肺癌 SBRT 重复摆位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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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008 

乳腺癌保乳术后调强适形治疗体位探讨 
 

何合良 赵一虹 

陆军总医院 100700 

 

目的  通过对 48 例保乳术患者的调强适形治疗摆位，探索合理的摆位技术。   

方法  48 例，最大 72 岁，最小 22 岁，平均 47 岁，分三组：第①组 13 例，采用乳腺托架放置 15

度楔形角摆位；第②组 15 例，采用乳腺托架 0 度角摆位；第③组 20 例，采用康利达公司生产的体

架摆位。三组均采用仰卧位，纵行摆位激光线与身体正中矢状面平行且重合，双侧激光线与身体两

侧体表标记平行且重合，第①组、第②组双臂上举放置乳腺托架臂托上，双手抓住乳腺托架的立

柱，松紧适度即可，第③组双臂上举，双手交叉抱肘放置头顶。三组均不需要热塑膜固定。   

结果  综合整个疗程摆位，第①组体位重复性差，偏差±3.6mm。第②组体位重复性可，偏差

±1.0mm。第③组体位重复性可，偏差±0.8mm。   

结论  乳腺癌保乳术后调强适形治疗的摆位，由于三维适形治疗计划系统的使用，其提供的立体、

直观、形象、精确的优化治疗计划，对治疗摆位的精度、体位重复性及治疗辅助设备的使用要求更

高，实践证明：采用体架，患者仰卧体位治疗摆位，患者舒适，重复性好。 

 
 
PE-009 

图像引导放疗（IGRT）在直肠癌术前调强放疗中的应用分析 
 

许德权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目的 探讨图像引导放疗（IGRT）在直肠癌术前调强放疗中的应用意义及价值。 

方法 对我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收治的 67 例临床分期为Ⅱ-Ⅲ期（T3-4N0M0 或 T1-4N1-

2M0）的直肠癌患者行术前新辅助放疗，包括静态调强放疗（IMRT）及动态容积调强放疗

（VMAT）。患者俯卧于特制的有孔腹部定位板，下腹部坠入孔内，热塑膜固定体位。应用德国西

门子 SOMATOM sensation open24 层大孔径模拟机定位 CT 扫描，层厚 5mm。行 IMRT 及 VMAT

计划设计及优化，QA 通过后，患者开始治疗。放疗期间应用瑞典医科达图像引导系统 XVI（X 射

线容积图像） 行 IGRT，每周一次，加速器机载锥形束 CT 扫描靶区部位，建立三维重建图像，与

CT 模拟定位计划图像进行灰度配准，获得两组影像在三维空间的对比位置误差，经影像配准确认

后校正误差。用 SPSS19.0 统计软件系统处理数据。 

结果 直肠癌术前静态调强放疗（IMRT）及动态容积调强放疗（VMAT）的患者在放疗期间均行 5-

6 次图像引导校正，图像引导校正后显示，左右方向（X 轴）为（0.23±0.22）cm，头脚方向（Y

轴）误差为（0.56±0.49）cm，前后方向（Z 轴）为（0.47±0.46）cm。 

结论 图像引导放疗（IGRT）的应用可减少 IMRT 及 VMAT 摆位误差，是精确放疗的有效质量保

证。 

 
 
PE-010 

泡沫头枕与常规塑料头枕在胸部肿瘤放疗摆位中的应用比较 
 

陈心得 孙雅洁 丁生苟 

江西省肿瘤医院 330029 

 

目的  探讨泡沫头枕与常规塑料头枕的使用，在治疗对位的精确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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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60 例胸部肿瘤病人分为二组，一组 30 人用泡沫头枕，另一组用常规塑料头枕，对每天摆位

进行观察测量，连续 20 天，然后比较二组的对位对线情况。  

结果  采用泡沫头枕的患者在连续 20 天的治疗摆位过程中，在 X、Y、Z 方向的误差率为 1%，而

使用常规塑料头枕的病人，在 X、Y 方向上误差率与泡沫头枕的误差率相同，但 Z 方向上的误差率

为 9%，明显高于泡沫头枕的病人。 

结论  在胸部肿瘤病人的放疗中，选择合适的头枕对放疗的对位对线有相当重要的摆位精确度和重

复性。  

 
 
PE-011 

一种新型分腿固定器的设计与实现 
 

李林涛 吴大可 王首龙 吴柯 何勇 李达 张德康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为了更好的固定部分使用常规体架板的盆腔肿瘤患者，我们设计了一种分腿固定装置作为传统的体

架板的补充。该装置能够调节双腿分开程度并且利用固定带将其双腿进行固定。并且为了避免伪影

产生，通过塑料螺丝将其固定在传统体架板上，该装置能够与传统体架板进行固定配合使用，在保

留传统设备的基础上可以提高摆位精度，减小患者位移误差，但是否能达到或者超越分叉体模的固

定效果，还需要进一步对照试验。 

 
 
PE-012 

德尔菲调查法联合凯撒模型在放射治疗师中对 摆位误差影响因

素的研究 
 

李林涛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我们知道有很多可以导致放疗摆位误差的因素，但这些误差因素并不好测量，通过德尔菲调

查法联合凯撒模型在放射治疗师中对摆位误差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 

方法 筛选我院放射治疗师共 13 人参与调查，首先用德尔菲调查法要求所有人写出对摆位误差有影

响的因素，经过 2 个循环筛选，最终得出 19 个影响因素，通过凯撒模型分析得出结论。 

结果  经过德尔菲的因素筛选再经过凯撒模型的分析，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体型变化对放射治疗产生

的误差风险比值为 35.8%，体架板与体模配合不佳的风险比值为 27.72%，患者受教育程度不充分

导致的误差风险比值为 27.07%，其余影响靠前的因素还有：放疗过程中靶区的变化、放射治疗师

上班时间过长、放疗固定设备吻合不佳等因素。 

结论 最终我院放射治疗师团队认为影响摆位误差第一因素是: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体型变化对放射治

疗产生的误差，在未来的放射治疗过程中需要关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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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013 

基于先验图像的 CT 图像环形伪影校正 
 

袁翠云 齐宏亮 陈梓嘉 吴书裕 徐圆 周凌宏 

南方医科大学 510230 

 

目的 在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系统中，CT 图像常伴有伪影出现，其中环

形伪影是重要的伪影形式之一，造成环形伪影的最主要原因是探测器上的探测元响应不一致或坏

死。环形伪影的出现，掩盖了物体部分真实信息，影响医学诊断。因此，提出一种基于投影正弦图

的环形伪影校正方法，用于对探测器上的探测元发生多个连续坏死所导致的大面积严重 CT 图像环

形伪影的情况进行校正,从而有效去除环形伪影。 

方法 具体步骤为：1）在投影正弦图中定位直线伪影区域；2）对正弦图中伪影区域进行线性插

值；3）利用 FBP 算法对插值后的正弦图进行 CT 图像重建；4）对重建后的 CT 图像进行均值滤波

得到先验图像；5）前向投影先验图像得到先验正弦图；6）原始正弦图与先验正弦图做差运算；

7）对差图像中直线伪影区域进行线性插值；8）插值后的差图像与先验正弦图作加运算得到校正后

的正弦图；9）对先验正弦图进行 FBP 重建得到校正后的 CT 图像；10）循环步骤 4 到步骤 9,直至

达到预设迭代次数,输出最终图像。 

结果 对仿真数据与真实数据分别进行实验。仿真数据实验对象为 Shepp-logan 体模，图像矩阵大

小为 256×256。经过 3 次迭代后环形伪影明显降低，投影数据有效恢复，重建出优质图像。当投

影图像中伪影区域增大时，可以提高迭代次数降低伪影。真实数据为物理头模在 CT 实验平台中扫

描得到的投影数据，本文方法能够很好地估计投影数据中直线伪影区域内的数据，重建出无环形伪

影的清晰 CT 图像。 

结论 提出了一种基于先验图像的环形伪影校正方法，用于解决探测器局部连续坏死所导致的 CT 图

像严重环形伪影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去除环形伪影，保护图像结构细节和分辨

率，提高 CT 图像质量，有利于后续处理及量化分析。 

 
 
PE-014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放疗体位固定技术探讨 
 

葛琴 俞岑明 钱霞 谢国栋 蔡晶 吴建亭 赵季忠 崔娟娟 曹飞 郭建霞 

南通市肿瘤医院放疗科 226361 

 

目的  探讨两种不同体位固定技术对乳腺癌患者改良根治术后放疗重复摆位精度的影响. 

方法  50 例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需行辅助放疗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采用翼形板+真空垫固定体

位;另一组采用头颈肩热塑体膜固定体位.在治疗过程中每个病人通过 CBCT 测量 5 次摆位误差. 获

取 250 组 CT 数据，利用 XVI 软件将 CBCT 扫描图像与计划 CT 图像进行自动骨性配准，分别得出

三维平移方向(X、Y、Z)和旋转方向(ROLL、PITCH、YAW)的摆位误差值，对获得的 2 组数据进行

比较，采用 t 检验比较数据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 

结果  翼形板+真空垫组射野中心点在 X 轴（左右）、Y 轴（头足）、Z 轴（前后）方向上摆位误差

分别为(2.20±1.65)mm、(2.95±2.10)mm、(2.37±2.14)mm； 在 ROLL、PITCH 及 YAW 方向上摆

位误差值分别为（1.25±0.96）°、（0.45±0.53）°、（0.61±0.52）°。头颈肩热塑体膜组射野中心

点在 X 轴（左右）、Y 轴（头足）、Z 轴（前后）方向上摆位误差分别为 

(2.29±1.89)mm、(2.49±1.79)mm、(1.67 + 0.95)mm； 在 ROLL、PITCH 及 YAW 方向上摆位误差

值分别为（0.81±0.92）°、（0.43±0.51）°、（0.53±0.64）°。两组在 Z 轴及 ROLL 方向的摆位误

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放射治疗时采用热塑头颈肩体膜固定技术可以改善摆位的重复性，

有助于体位的固定,减少摆位误差,提高患者治疗定摆位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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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015 

锥形束 CT 引导下肺癌 SBRT 两种定位方法的误差比较 
 

李需 

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250117 

 

目的   探讨负压袋和头颈肩热塑面膜在肺癌立体定向放疗（SBRT）固定时的适用性。  

方法   选取 16 例肺癌 SBRT 患者，其中 8 例采用负压袋固定，其余 8 例采用头颈肩热塑面膜固

定，每次治疗前行 CBCT 进行校准，记录下分次治疗中 X 轴(左右)、Y 轴(头脚)、Z 轴(上下)的摆位

误差值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负压袋固定组：X(0.29±0.18)cm、Y(0.25±0.24)cm、Z(0.31±0.32)cm，头颈肩面膜固定组：

X(0.08±0.11)cm、Y(0.25±0.26)cm、Z(0.10±0.24)cm。头颈肩面膜固定组在 X 和 Z 轴的摆位误差

小于负压袋固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 Y 轴上的摆位误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在肺癌 SBRT 放疗过程中，应用头颈肩面膜固定方法可以更好的提高摆位精度，但是研究结

果仍需大样本的临床研究来证实。 

 
 
PE-016 

宫颈癌患者的最大膀胱容量与放射治疗剂量之间关系的初步研究 
 

迟锋 戴晓敏 张英婷 麻亚茹 林承光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510060 

 

目的 研究分析宫颈癌患者的最大膀胱容量与放射治疗剂量之间的关系，为宫颈癌放射治疗计划的

制定提供临床依据，并给予周围正常组织最大程度的保护。 

方法 随机选取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2 月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进行放射治疗的宫颈癌

患者 14 例，让患者在每次放射治疗前憋尿，以最大程度充盈膀胱，待患者自感憋到极限时利用超

声膀胱测量仪（BladderScanBVI 9400）测量患者此时的膀胱尿量。 

结果 宫颈癌患者自感的最大膀胱容量随放射治疗剂量的增大而减小，平均每 240CGy 缩小

11.36ml，待照射 5760CGy 的治疗剂量后与初始对比平均减小为原来容积的 50.6%。  

结论 在放射治疗过程中，宫颈癌患者的最大膀胱容量随放射治疗剂量的增大会有不同程度的缩

小，为保证整个治疗过程中靶区及周边正常组织的剂量准确性，在患者进行 CT 扫描时应该选择合

适的膀胱充盈尿量。 

 
 
PE-017 

两种全中枢神经系统放疗技术患者吸收有效剂量的比较研究 
 

廖雄飞 李厨容 陈亚正 黎杰 王培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比较螺旋断层放疗（helical tomotherapy，HT）和多等中心放疗（multi-ISO radiotherapy，

M-ISO）两种技术在全中枢神经系统（craniospinal irradiation，CSI）放疗过程中患者吸收的有效

剂量。 

方法  选取在本院已接受全中枢神经系统放射治疗的 12 例患者，分别运用螺旋断层放疗和多等中心

放疗两种技术对此 12 例病例重新进行治疗计划设计，且该治疗计划得到医生认可，根据 ICRP103

号报告给出的计算患者吸收有效剂量的方法，对 12 例病例共 24 个治疗计划的患者吸收有效剂量进

行计算，运用配对 T 检验统计方法，比较两种放疗技术过程中患者吸收的有效剂量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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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种放疗技术得到的治疗计划均能满足临床要求，D98%、D2%和 HI 参数 HT 组优于 M-ISO

组（t 值分别为：2.82，2.33，4.74；P<0.05），D50%、Dmean 和 CI 参数 M-ISO 组优于 HT 组

（t 值分别为：5.26，3.69，8.84；P<0.05）；9 例患者全身有效剂量 HT 组高于 M-ISO 组，有统

计学差异（t 值为 5.921，P<0.01）。  

结论   HT 与 M-ISO 两种技术在全中枢神经系统放疗中各有优势，HT 组计划设计时应关注低剂量

区域范围。 

 
 
PE-018 

螺旋断层放射治疗技术的辐射防护屏蔽计算 
 

刘莉莉 白彦灵 王业伟 陈林 敬素伟 梁莉丽 李岩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0040 

 

目的  为螺旋断层放射治疗提出一个新的机房辐射防护屏蔽计算公式。 

方法  传统的辐射防护屏蔽厚度计算方法分为主射线防护和散射线防护，对于机头漏射造成的次级

射线和加速器机头散射线的计算也是要分开来计算的。TOMO 的计划相对于 IMRT 更加复杂，因此

受到的影响因素也更多一些，转换因子也要复杂一些。TOMO 照射方式是螺旋断层式的，当治疗

床在移动的同时，TOMO 连续转动机头进行照射。因此转换因子需要将治疗计划中的螺旋数考虑

进去。并且在 TOMO 计算时，还需要将角度修正因子考虑进去。这里我们定义一个因子 k，用来

描述在透射到主屏蔽的弧度与总的旋转弧度之间的比值。一般情况下，θt 取值范围在 180°和 360°

之间。这样用 k 就可以统计出 TOMO 治疗时射向主屏蔽的射束占总射束的比例。但是这个值并没

有考虑进机头漏射以及由主屏蔽产生的散射，单独使用 k 计算出的数值要小于实际量，因此我们还

需要引入另外一个修正因子?来包括这些影响因素。 

结果  η 的测量值为 0.24。k 与弧度范围 θt 成对数关系，当 θi＜θt 时，其值取 1。?的值的范围从

1.15 到 1.60。假设 TOMO 计划使用 7 次旋转，那么??的乘积范围在 0.08 至 0.15 之间，这个值明

显要比传统放疗的 0.25 要低得多。 

结论  对于 TOMO 技术，其主屏蔽墙设计不会高于传统厚度，但是 TOMO 在新版本中也加入了

Direct 治疗模式，因此如果临床上需要使用这种技术，主屏蔽墙的厚度还是应该按照传统方式进行

设计。次屏蔽的厚度则是需要明显的增加，其原因还是因为 TOMO 所需的机器跳数更加的多。如

果将射野宽度设为 1cm 时，甚至会高达 10 倍。 

 
 
PE-019 

MOSAIQ 管理系统床位误差限定功能在放疗中的应用 
 

刘莉莉 陈林 敬素伟 李岩 梁莉丽 

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 150040 

 

目的 应用 MOSAIQ 管理系统的床位记录及误差限定功能对初次放疗患者的床位位置进行确认，通

过 CBCT 或 MVCT 扫描得出误差，调整后并记录，以后每次摆位都以此数据为参考，以减少分次

间的摆位误差和随机误差。 

材料与方法 对初次放疗的患者，在治疗前应用 MED-TEC 底板（头网、头肩网、胸膜、乳腺托

架），ELEKTA 底板固定条固定底板，常规精确摆位。治疗前应用 CBCT 或 MVCT 扫描，纠正其

床位在 X、Y、Z 三个方向误差和旋转误差后，应用 MOSAIQ 床位记录功能记录此患者床位并复制

到此患者每个治疗野内，保存。此后每次治疗前摆位都以此数据为参考。并且每次治疗前通过

CBCT 扫描验证 X、Y、Z 三个方向的误差。头/颈肩网＜2mm；胸腹≤3mm,乳腺托架＜3mm。如果

床位误差超出所限定值，必须重新摆位，重新 CBCT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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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每日治疗前按照已记录的 X、Y、Z 三个方向数据精确摆位，并通过 CBCT 扫描验证，头/颈肩

网＜2mm；胸腹≤3mm,乳腺托架＜3mm 是可行的。 

结论 应用 MOSAIQ 管理系统床位记录及误差限定功能，对放疗技师在治疗摆位方面起到了规范作

用，减少治疗分次间出现的摆位误差和随机误差，超出床位限定误差治疗计划将不能实施，必须重

新摆位及扫描验证。由此想到，MOSAIQ 的此项功能可以推广到无扫描验证的放疗设备上，使用

iViewGT 验证初次摆位并记录治疗床 X、Y、Z 三个方向的数值，也可以达到精确摆位、精确治疗

的目的。有一定的推广意义。 

 
 
PE-020 

利用兆伏级 CT 分析盆腔肿瘤在螺旋断层放疗中的摆位误差 
 

陈林 刘莉莉 朴世琪 徐威威 李岩 邢宝继 初磊 张天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0040 

 

目的  应用螺旋断层放射治疗加速器（Tomo therapy）附带的兆伏级 CT（MVCT）图像引导，扫描

并分析采取体膜固定方式的盆腔肿瘤患者的摆位误差，并依此计算 CTV-PTV 外扩 Margin 值的大

小。 

方法  对 29 例采用体膜固定装置的盆腔肿瘤患者，每次治疗前行 MVCT 扫描，将扫描所得 MVCT

图像与定位图像（kVCT）进行靶区位置配准，分析患者左右（x）、头脚（y）、腹背（z）和横断

面旋转（Roll）方向的误差值，根据公式 M＝2．5∑＋0．7ζ 计算出 CTV-PTV 外扩 Margin 值。  

结果  29 例患者共行 544 次 MVCT 扫描，线性误差在 x、y、z 方向的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分别为：

（-0．17±0．45） cm、（0．28±0．65） cm、（0．30±0．61）cm；在 Roll 方向的旋转误差为

（-0．11±0．62）°。CTV-PTV 外放边界在 x、y、z 三个方向 Margin 值分别为 0.74cm、1.15cm

和 1.18cm。 

结论  通过对 29 例体膜固定的盆腔肿瘤患者的摆位误差分析，为 CTV-PTV 外扩边界提供了理论依

据，为精确放疗提供必要质量保证。 

 
 
PE-021 

基于 OAR 制定个体化放疗计划的可行性探索 
 

贺选
1
 张学成

1
 张军维

1
 

1.西安长安医院 

2.武警陕西省总队医院 

 

目的  通过限定正常组织（OAR）的剂量制定个体化放疗计划，寻求 OAR 保护与肿瘤控制的最佳

模式。 

方法  回顾筛选既往治疗的 16 例采用放疗进行根治的食管癌患者，均已顺利完成处方 DT：

60GY/30f/6W。针对相同 PTV 重新制定放疗计划 DTnew，正常组织限量要求肺平均受量≤15Gy；

V20≤28%，V30≤20%，V5≤65%，心脏 V30≤40%，V40≤30%，脊髓≤45Gy。计划可接受程度要

满足以下所有三项指标：①95%—105%处方剂量完全包绕 PTV；②至少一项正常组织受量要求达

到限值的 95%—100%之间③其余正常器官均在限量范围内。最终观察指标为在满足以上所有条件

后 PTV 较常规 DT60Gy 剂量上的增长空间即 DTboost（DTboost=DTnew-DT60）。 

结果 16 例患者中有 2 例患者满足要求无需改计划。10 例患者因为平均肺受量限制达标，4 例因为

脊髓受量限制达标，DTboost 最小 0Gy，最大 22Gy，中位 10Gy。有 87.5%（14 例）患者要基于

OAR 要求下制定计划可调整增量。其中脊髓与平均肺受量为最主要限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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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基于 OAR 制定放疗计划在技术上是可行的，DTboost 在部分食管癌中可有明显增加，但剂量

增加是否可以转化为 PFS 及 OS 尚需应用于实际临床中观察。该方式可进一步推广到人体其他例

如肺、肝等肿瘤中。在保护正常组织安全下可以给于更高的剂量。    

 
 
PE-022 

探讨应用俯卧体架的直肠癌患者其下肢衣物对放疗效果的影响 
 

屈超 韩晨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市肿瘤防治重点实验室 300381 

 

目的 探讨应用俯卧体架的直肠癌患者其下肢衣物对放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 160 例应用俯卧体架的直肠癌患者，随机等分成 2 组，对照组和实验组各安排 80 例。对

照组患者在 CT 定位和实施放疗时仅将其裤子(包括内裤、保暖裤及外裤)褪至俯卧体架下缘下，实

验组患者则在 CT 定位和实施放疗时将其裤子(包括内裤、保暖裤及外裤)完全脱掉。应用锥形束 CT

去测量两组患者在治疗时的摆位误差，同时记录两组患者的急性放疗反应情况。 

结果 对照组和实验组在 X、Y 和 Z 三个轴向的摆位误差以及综合误差分别是(2.10+3.40)mm vs 

(1.05+1.90)mm、(3.10+4.45)mm vs (1.85+2.05)mm、(2.95+3.18)mm vs (1.99+2.32)mm、

(7.50+3.42)mm vs (5.85+2.28)m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41，t=2.28，t=2.18，t=3.59；

P<0.05)；两组患者≤3mm 的误差值统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2=2.04，P>0.05)，≤5mm 的误差值统

计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c2=5.10，P<0.05)；两组患者在血象（包括白细胞和血小板）的改变和≤1

级的急性皮肤副反应的对比中无统计学差异(c2=0.23，c2=0.24，c2=2.18；P>0.05)，在≤1 级的急

性直肠粘膜副反应的对比中有统计学差异(c2=5.94，P<0.05)。实验组在 X、Y 和 Z 三个轴向的

MPTV 值分别为：4.76，5.65 和 3.81。 

结论 让直肠癌患者在应用俯卧体架治疗时将裤子完全脱掉，这种体位固定方式提高了摆位的可重

复性，降低了摆位误差，同时减轻了直肠粘膜副反应，使临床治疗效益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值得在

今后的临床工作中推广和应用。 

 
 
PE-023 

现代放射治疗技术在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地位概述 
 

段云龙 孟万斌 祁英 孙洁仁 

甘肃省武威医学科学研究院放疗科 733000 

 

目的 简要介绍现代放疗技术在恶性肿瘤治疗中的地位。 

方法 现代放疗技术的发展和成熟得益于定位技术、影像技术、三维计划、治疗设备等方面。 

结果 现代放射治疗技术在电子信息、程序编码和医疗器械等高新技术的支持下，取得了长足发

展。 

结论 放射治疗在肿瘤综合治疗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大多数恶性肿瘤患者不可缺少的重要治疗

手段，恶性肿瘤患者应及时寻找放疗专业的医师会诊或诊治。 

 
Objective  to briefly introduce the status of modern radi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malignant 
tumors.  
Methods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modern radiotherapy technology benefited from th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maging technology, three-dimensional plan, treatment equipment and so 
on.  
Results The Modern Radiation Therapy technique has beening developed on the support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program，Medical apparatus and instrument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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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The Status of Radiotherapy is very important in treating therioma. The patients of 
therioma need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RT physican. 
 
 
PE-024 

直肠癌放疗模拟定位图像旋转角度与摆位误差的相关性分析 
 

李谭谭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分析直肠癌患者放射治疗模拟定位图像旋转角度与治疗中的摆位误差的相关性。 

方法 选择近期在我科 Varian Novalis 机器治疗的 20 例直肠癌患者，排空膀胱直肠饮水 1000ml 一

小时后，取俯卧位于腹部中空的 Belly-board 板上，用热塑体膜固定，行 CT 扫描定位，层厚

5mm，使用 Pinnacle 计划系统分别勾画患者两侧髋骨，自动生成两侧髋骨的结构质心 ISO1 和

ISO2，然后在模拟定位机坐标系统计算两侧髋骨的结构质心在 Y 方向和 Z 方向的旋转角度 Ry 和

Rz；患者放射治疗过程中，每周行 CBCT 扫描一次，通过 IGRT 数据计算出患者的摆位误差，然

后计算摆位误差与 Ry 和 Rz 的相关系数 R,通过 R 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 

结果 20 例直肠癌患者放疗模拟定位时 Z 方向旋转角度范围为（0.20±1.33）度，治疗摆位误差与模

拟定位时 Z 方向旋转角度相关系数 R=-0.15（P=0.67）；Y 方向旋转角度范围为（1.03±1.69）度,

治疗摆位误差与模拟定位时 Y 方向旋转角度相关系数 R=0.73（P=0.02），二者接近强相关。 

结论 直肠癌患者放疗模拟定位时 Y 方向的旋转角度增大会加大治疗过程中的摆位误差，模拟定位

时应注意减小旋转角度。 

 
 
PE-025 

热塑膜体位固定可以减少肝癌术后放疗靶区的移动度 
 

曹莹 王维虎 戴建荣 刘守福 韩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中心 100021 

 

目的  对于肝细胞肝癌术后需要放疗的患者，运用 4D 模拟 CT 技术，通过观察放置在瘤床区的金属

标记，比较热塑膜体位固定装置和真空垫体位固定装置对靶区移动度的影响。 

方法  肝癌术后患者，在相同的仰卧位、平静呼吸条件下，每个患者分别采用热塑模和真空垫两种

装置进行体位固定，然后分别进行 4D 模拟 CT 扫描。在 Pinnacle 计划系统中，分别在 0％-90％时

相中确定各时相上金属标记的几何中心。以 20%呼吸时相的金属标记为基准，在三维方向上分别

计算出金属标记在其他呼吸时相的相对位移。 

结果  共对 12 例肝癌术后患者中放置的 46 个金属标记进行了移动度的观察。患者在热塑模和真空

垫体位固定下，测得的平均移动度分别为：x（左右）方向 1.9±0.7mm、2.5±1.2mm

（P=0.062）；y（头脚）方向 7.1±2.6mm、9.0±3.1mm（P=0.021）；z（前后）方向

3.4±1.7mm、 

5.4±1.8mm（P=0.002）。与真空垫体位固定相比，热塑膜体位固定明显减少了肝癌术后放疗患者

靶区在 y(头脚)和 z(前后)方向的移动度。 

结论  对于肝癌术后需要放疗的患者，建议采用热塑膜进行体位固定，以减少放疗靶区的移动度，

从而减少放疗靶区外放的边界大小，在临床上可能降低放射性肝损伤的发生率。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190 

 

PE-026 

一种用于 RapidPlan 的模型精炼的新方法 
 

王翰宇 杨振 杨晓喻 唐杜 曹瑛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为了提高 RapidPlan 的模型质量和预测能力以及减少精炼模型的工作量，提出了一种新的精

炼 DVH 预测模型的方法。 

方法 针对特定病种，随机选取 N（N≥20）个病例的已经批准并治疗完成的 N 个 IMRT 计划，导入

RapidPlan 数据库，将该数据库中添加该病例部位相关的结构并建立 DVH 预测模型，粗略的检查

该模型中模型训练的初始结果，包括检查模型是否训练成功、是否有错误信息生成以及确认是否包

含所有结构的信息，确认无误后称该模型为初始模型（Initial Model）；然后利用初始模型重新预

测这 N 个病人的治疗计划，得到 N 个新计划，训练检查无误后并导入新的数据库，该数据库添加

相同的结构并建立新的 DVH 预测模型，称之为精炼模型（Refined Model），并将该模型确定为特

定病种的最终模型。为了明确 Refined Model 是否比 Initial Model 有更好的预测能力以及能预测出

更优的结果，以鼻咽癌和直肠癌癌作为例子，比较两个模型 training log 中的两个训练指标并分别

用两个模型预测新入选的 10 个训练池以外的已经批准并治疗完成的 IMRT 计划，最后比较两组预

测计划的 DVH 图和相关的计划质量指标。 

结果 精炼模型的两个训练指标均优于初始模型，两种模型预测计划的靶区适形度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精炼模型预测的新计划中危及器官剂量低于初始模型，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在对各类病例 RapidPlan 实施中，通过精炼 DVH 预测模型的方法可减少精炼模型的工作量并

提高模型质量和预测能力。该方法在保障计划制作时间大幅度缩短的同时，能做出更加优秀且稳定

的计划。 

 
 
PE-027 

提高放疗患者体位重复性的技术发展 
 

梁广立 

天津市肿瘤医院 300221 

 

随着肿瘤放射治疗进入了― 三精‖放疗的新时代，即精确定位、精确设计、精确照射。对放疗的体位

固定和重复摆位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怎样去实现患者从定位、每次治疗及整个放疗疗程

中，都保证患者体位高度的重复性，这是摆在放射治疗师面前的一个难题。 

放疗从无辅助定位发展到真空气垫固定体位是一个进步，从真空气垫固定体位再发展到热塑体膜体

位固定技术，技术上又是一个提高，但是这些措施还是不能完全提高患者放疗患者体位的重复性，

当前比较流行的是 CBCT 技术，但是此技术一是 CT 扫描时间长，患者每次放疗前都行 CT 扫描无

形中增加了患者的辐射剂量，同时由于 CT 扫描配准时间长，肿瘤患者的体位在长时间的等待期间

也会由于劳累等因素发生改变移动等，同时我国国情是，放疗患者多，加速器少，没有时间去实现

每天为每一位患者进行 cbct。这就要求我们有图像引导新技术把这些缺陷加以改进，从而在降低患

者不必要的辐射外，能快速的完成扫描配准从而提高放疗体位的重复性。目前基于 GPS 技术的图

像引导技术正在临床上实验，此技术不仅能有效减少患者不必要的额外辐射，也能大大减少图像配

准时间。希望不久的将来投入临床使用，从而使图像引导放射治疗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也希望

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去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性，去发现，去发明新的摆位技术，从而提高放疗患者地体

位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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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028 

提高儿童患者在放疗中的摆位精确性的思考 
 

刘桂芝 

天津市肿瘤医院 300060 

 

放射治疗全过程由精确定位、精确计划、精确治疗组成。放射治疗师是治疗计划的执行者，保证患

者能否精确治疗，体现在放疗师对患者每次的治疗过程中。近年来儿童恶性肿瘤的发病率逐渐上

升，年龄分布呈递降型曲线。在 3 岁以内发病占 42．9％，这些肿瘤患儿往往在手术治疗后需要做

放射治疗，作为一名放疗师怎样去面对这些年幼的肿瘤患者，使他们在放射治疗时与你合作保持体

位不移动，这是我们在临床治疗过程中经常需要面对的难题。本文对近 4 年来在我院进行放疗的

60 名患儿进行临床分析研究。希望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和生理特点出发，找到一些可行有效的方法

来保证儿童放射治疗的质量。 

    国内的许多放射治疗中心不太愿意接受年幼的患儿进行治疗。我科技术组通过多年临床实践，总

结一些接待儿童肿瘤患者接受放射治疗的经验。首先机房要进行简单布置，尽量布置的像儿童乐园

一样，以减少儿童的恐惧感。并且在患儿接受放疗前，每天由家长带领患儿到放疗机房来熟悉环境

并且由以后负责照射的技术员一对一的固定负责，每天都要由此放疗师陪同患儿游戏，讲故事等

等，消除患儿的紧张情绪。每天安排一个时间段专门是治疗儿童，让患儿相互之间进行交谈和沟

通，放疗师参与其中，从交谈中了解患儿的心理，掌握他们的规律，从而达到我们的目的：通过增

加医患感情，减少患儿对治疗时的恐惧感而达到不用镇静药，如果患儿信任你，与你亲近了，则治

疗就容易进行，反之，则会造成许多困难，对于很难配合的患儿在放疗过程中由儿科医生全程陪

同，采取必要的麻醉措施，以达到放疗摆位基本要求！通过对于不同性格的患儿，采取不同的心里

辅导及必要的固定方法，大部分患儿治疗体位达到与成人一样精确。 

  
 
PE-029 

CT 和 MRI 图像融合在颅内肿瘤三维适形放疗中应用分析 
 

吴晓宏 雷小林 陈首名 彭振宇 赵健 赵丽 金彪 

四川省攀枝花学院附属医院肿瘤科 617000 

 

目的  探讨 CT 和 MRI 图像融合在颅内肿瘤三维适形放疗中的应用。 

方法  以我院我院收治的 38 例颅内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利用自制的适宜 GE1.5T 头部线圈的泡沫

固定枕，在 XIO 放疗计划系统工作站将 CT 和 MRI 图像进行融合，勾画肿瘤靶区（GTV），并对

靶区进行适形放疗，观察 CT 和 MRI 图像融合定位的准确度。 

结果  本组 38 例患者病变部位均能在 CT 和 MRI 图像融合中清楚显示，CT 扫描患者最小体积、最

大体积及平均靶区体积均明显小于 CT 和 MRI 图像融合显示结果（P＜0.05）。 

结论  利用自制泡沫枕将 CT 和 MRI 图像融合明显优于 CT 和 MRI 单独使用，可为颅内肿瘤三维适

形放疗提供较为精确的肿瘤靶区，能够达到同体位、同角度、同层面的融合图像，值得临床推广使

用。颅内肿瘤是神经外科常见疾病，又名脑瘤，发病年龄多集中于 20-50 岁，男性发病率稍多于女

性，确切病因目前尚不清楚[1]。三维适性放疗是颅内肿瘤的重要治疗方法之一，对肿瘤靶区的精确

勾画直接关系肿瘤的局部控制，患者的预后及相关毒副反应。图像融合技术是将 CT 和 MRI 各自的

优势有机融合在一起，精确勾画靶区的图像处理方法，目前已广泛用于肺癌脑转移、鼻咽癌等肿瘤

的放射治疗，但由于没有同体位；同角度；同层面的完整图像融合，不能更好的确定靶区。本研究

将 CT 和 MRI 图像融利用自制泡沫枕，用于 38 例颅内肿瘤患者的肿瘤靶区勾画，进行三维适形调

强放疗，探讨其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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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030 

低能 X 线机输出量检测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张绍刚 

卫生部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 通过对 10kV～100kV 低能 X 线输出量的测算及其质量保证的检测达到对病变的精确放疗和

重要器官与正常组织的保护。方法 ①输出量测算：每周一次使用剂量计 PTW UNIDOS®E、平板

电离室 34013、模体（PMMA）2962 对 SRT-100 治疗机 50kV/70 kV 的 X 线，应用 Ф5.0cm 参考

限束筒进行吸收剂量率的测算。电离室剂量计经可溯源到 PTB 德国国家基准的 PTW 实验室校准,

给出水吸收剂量校准因子 ND,w 为 5.959·109Gy/C 和 50kV/70kV 的能量校准因子 KQ 分别为 1.006

和 0.993。按公式 DW= M·ND,w·KQ 计算出水模表面的吸收剂量率 DW，式中 M 为电离室探头在

模体表面测量时，经 KTP 及 PS 修正后的剂量计的平均显示值（div/min）。②使用 Ф5.0cm 限束

筒，每周和每月一次，对 50kV/70kVX 射线的剂量重复性、积分剂量线性进行检测。③对半价层

HVL 的检测：第一测量深度定在模体表面（R100）；第二测量深度定在 R50 值附近。根据在

2962 模体中测量的 PDD 曲线，可确定半值 R50 的 PMMA 模片厚度，R50 确定后，则每次测量条

件保持相同，第一测量深度读数 J1 与第二测量深度读数 J2 之比，其值变化不应大于±1%。④射野

输出因数的测算：对每个能量的所有限束筒测量的数值，均归一到该能量的 Ф5.0cm 限束筒，即该

限束筒系数为 1.000，其他各限束筒为射野输出因数。测算结果不应超出±1%。⑤深度剂量 PDD

的检测：测量第一点选在模体表面，不改变测量条件，第二点、第三点……，在模体表面依次叠加

1mm 厚 PMMA 薄片，直至 10mm 后，拉开测量范围，间隔增至 10mm，直到最低读数小到模体表

面的 10%，各点变化不应超过原始值的±1%。⑥射野对称性的检测：取 Ф10cm 的限束筒，在其端

面上取两条互相垂直的直径（其中一条直径与 X 射线球管轴线平行），在直径上选取距圆心为

3cm 的 4 个点，依次测量此 4 点的照射量率，以 4 点照射量率平均值同各点测量值的相对偏差应不

超过±2%。以上各项检测频度均为每年一次。结果 4 次/月，间隔 1 周，应用 Ф5.0cm 限束筒，对

50kV/70kVX 射线吸收剂量率的测算结果相对标准值的误差分别为 1.7%、1.8%、0.9%、0.3%和

1.0%、1.6%、1.0%、0.7%。结论 输出量的测算与其质量保证的检测是精确放疗不可或缺的基础

和保障。 

 
 
PE-031 

ExacTrac 6D 影像精确引导系统在脑转移瘤 SRS 中的应用 
 

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  使用 ExacTrac 6D 红外/X 线 DR 影像精确引导系统对脑转移瘤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RS）进

行摆位，比较一键复位前后的摆位精度，评估 6D 治疗床在 SRS 非共面弧治疗中的重要性。  

方法  收集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 89 例颅内转移瘤 SRS 治疗患者，在治疗前，采用

ExacTrac 系统的 X 光影像装置拍摄靶点区域的两幅 X 光图像，与计划系统中 CT 数据自动处理所

得的数字化重建 X 光照片（DRRs）进行匹配，得到前者在 X、Y、Z 三个方向的平移误差和旋转

误差（6D 误差），并进行一键复位摆位修正。摆位修正后，再以 ExacTrac 6D 红外/X 线 DR 影像

精确引导系统验证患者体位的 6D 误差。当 6D 误差满足 SRS 治疗要求后，将治疗床旋转至固定角

度，再次采用 ExacTrac X 线/红外影像精确引导系统进行一键复位摆位。摆位误差采用 SPSS13.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治疗前 0°床角摆位，经 X 线图像引导一键复位修正后的 3 个线性误差均小于 1.0mm，3 个旋

转误差均小于 0.5°，满足 SRS 放疗要求。且 6D 误差明显小于修正前的摆位误差，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床旋转至计划设计角度后，经 X 线图像引导一键复位修正后的 3 个线性误

差和 3 个旋转误差均明显小于修正前的摆位误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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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博医来无框架立体定向放射外科采用覆盖头颈的可固定、可拆卸的面罩，采用 ExacTrac 6D

红外/X 线 DR 影像精确引导系统，根据患者颅骨骨性标记以亚毫米级精度进行调整，速度快，无痛

苦，可显著减少患者非共面弧照射因治疗床旋转引起的位置误差，提高摆位精确性。下一步拟研究

不同治疗床角度对脑转移瘤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摆位的影响，为患者 SRS 计划设计提供实际临床需

求。 

 
 
PE-032 

用数字模体模拟在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中用 4DCT 计算累积剂

量的偏差 
 

柳刚
1,2

 杨志勇
1
 梁志文

1
 全红

2
 刘洪源

1
 李勤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2.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目的 用计算机仿真模拟评估在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中由于病人呼吸不均匀导致的用 4DCT 图像

与用扫描 4DCT 时的实时呼吸图像计算累积剂量之间的差异。 

方法 用某个病人的 4DCT 图像生成三套不同肿瘤体积的数字模体，通过计算机模拟各种形式的不

均匀呼吸曲线形成 4DCT 图像及扫描 4DCT 时的实时呼吸图像。在参考图像上设置 0 外放边界以使

靶区剂量随运动变化明显，并设计若干个包含不同处方剂量水平以及不同靶区体积的 6 野均分

IMRT 计划，用 4DCT 和扫描 4DCT 时的实时呼吸图像分别计算累积剂量且记为和，并计算二者之

间的差异，评价呼吸运动模式变化对该差异的影响。 

结果当平均运动幅度从 5 毫米增加到 20 毫米时，靶区 Dmin(D99)的平均差异从 1.47%（1.22%）

增加到 14.14%（13.25%），而当幅度的标准差从平均幅度的 15%增加到平均幅度的 45%时，靶

区 Dmin(D99)的平均差异从 5.71%（4.37%）增加到 16.55%（14.42%）；当平均周期从 3 秒增加

到 6 秒时，靶区 Dmin(D99)的平均差异从 9.69%(8.04%)减小到 6.24%(4.76%)；当周期标准差从

平均周期的 10%增加到 40%时，靶区 Dmin(D99)的平均差异均大于 8.0%(6.0%)而小于

9.0%(7.0%)；当处方剂量水平 70%、80%以及 90%时，相应的靶区 Dmin(D99)的平均差异为

13.56%（12.67%）、8.87%（6.96%）以及 9.66%（7.84%）；当肿瘤直径为 2 厘米、3 厘米以及

4 厘米时，相应的靶区 Dmin(D99)的平均差异分别为，15.81%（15.24%）、8.87%（6.96%）以

及 9.66%（7.84%）。 

结论 在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中，当呼吸运动不均匀时，用 4DCT 计算的累积剂量和用扫描

4DCT 时的完整呼吸图像计算的累积剂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且该差异依赖于呼吸运动的平均幅度

和幅度的标准差，平均周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累积剂量的差异，周期标准差对其影响不大，而处方

剂量水平和肿瘤体积化对累积剂量差异的影响趋势不明显。 

 
 
PE-033 

儿童肾母细胞瘤放疗中两种体位固定方式的误差分析 
 

刘守福 张红志 余子豪 唐玉 曹莹 韩伟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比较研究真空垫与热塑体膜两种体位固定方式在儿童肾母细胞瘤放疗中的摆位误差，并对产

生摆位误差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为儿童肾母细胞瘤放疗选用合适的固定方法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我院接受放疗的肾母细胞瘤患者 12 例，男性患者 5 例，

女性患者 7 例，中位年龄 5 岁。其中 4 例采用真空垫固定，8 例采用热塑体膜固定，固定体位均为

仰卧位，双臂上举交叉置于额前。采用常规放疗技术，照射范围为全腹部和全盆腔。所有患者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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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治疗前均拍摄正位和侧位 EPID 验证片，将获得的 EPID 图像与计划系统重建出的 DRR 图像进

行配准得出 X 轴、Y 轴、Z 轴三个方向的摆位误差，分析比较两组的摆位误差。 

结果  采用真空垫组在 X 轴（左右方向）、Y 轴（头脚方向）、Z 轴（腹背方向）三个方向上的摆

位误差分别为（2.4±1.1）mm、（2.1±0.9）mm、（2.4±0.8）mm。采用热塑体膜组在 X 轴、Y

轴、Z 轴三个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分别为（2.6±0.5）mm、（2.4±0.9）mm、（2.0±0.4）mm。两组

摆位误差在三个方向上无明显差异（P1=0.58>0.05,P2=0.69>0.05,P3=0.286>0.05）。 

结论 对于儿童肾母细胞瘤放疗摆位，使用真空垫与使用热塑体膜的摆位误差没有显著差异性。但

对于年龄较小而且不太配合的儿童，应用热塑体膜难以坚持，因此会让其在熟睡的状态下进行放

疗，此时应用真空垫更加舒适，同时制作过程更加简便，因此对于在熟睡的状态下进行放疗的儿

童，优先选用真空垫进行体位的固定。 

 
 
PE-034 

应用螺旋断层放疗技术实施全骨髓照射的流程介绍及剂量统计 

结果分析 
 

朱峰 吴伟章 王勇 朱夫海 常冬姝 王颖杰 夏廷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00036 

 

目的  以一例全骨髓照射患者为例介绍空军总医院肿瘤放疗科应用螺旋断层放疗技术实施全骨髓照

射（TMI）治疗的全部治疗流程及相关注意事项，以及简单分析全骨髓照射(TMI)相比于全身照射

（TBI）的剂量特点和优势。 

方法  患者为一 12 岁女童，TMI 治疗方案总处方剂量 12Gy，单次 4Gy/d，分 3 天完成。患者于治

疗前一星期开始固定体网制作，固定方式为头颈肩热塑网，腹盆部体网热塑网加腿部真空垫固定；

CT 扫描分两次完成，首先头先进由头顶扫描至股骨中段，然后调转患者脚先进由脚底扫描至股骨

中段，衔接层用 marker 标记；靶区 CTV 定义为全身骨骼，各部分骨骼分区命名根据摆位重复性外

扩不同距离形成 PTV，正常组织 OAR 包括大部分正常组织如肺、肝脏、脑、晶体、胃肠等。治疗

计划设计及优化参数设定要求 90%的 PTV 达到处方剂量 12Gy,OAR 剂量在不严重影响靶区的情况

下尽量降低，同时考虑治疗时间；两个计划衔接处采用勾画剂量限制结构的方式防止热点的产生。

实际治疗时采用分段治疗的方案防止机器运行过热报错，并在每次分段范围内进行 MVCT 图像验

证确保患者治疗精确度。剂量验证采用 ArcCheck 系统分段验证。 

结果  患者顺利完成 TMI 照射治疗并随后顺利完成骨髓移植手术，剂量结果显示正常组织剂量相比

较传统 TBI 剂量有明显改善，其中肺中值剂量 D50降低 30%，晶体剂量 D50降低 90%， 正常组织

剂量降低 30%~80%。 体部计划各段剂量验证结果 γ 通过率分别为 96.7%，96.1%及 97.5%。 

结论  应用合理严谨的螺旋断层放射治疗流程可较好的完成全骨髓照射治疗，剂量结果显示 TMI 对

正常组织保护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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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035 

手术或肝移植会影响原发性肝癌病人的肝脏呼吸动度？ 
 

胡永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疗科 200032 

 

目的  本研究主要通过四维 CT 去评价肝脏手术或肝移植术对原发性肝癌患者肝脏呼吸动度的影

响。 

方法  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间在本科室接受自由呼吸状态下四维 CT 扫描的 74 例原

发性肝癌患者，所有患者肝内均有肿瘤存在，其中 40 例患者未接受过肝脏手术或肝移植术（A

组），34 例患者为肝脏手术或肝移植术后复发。在肝脏手术或肝移植术后复发的患者中，15 例患

者有右肝手术切除史（B 组）；14 例患者有左肝手术切除史（C 组）；5 例患者有肝移植术史(D

组)。将四维 CT 图像自吸气末到呼气末重建成 10 个等分的呼吸时相 CT 图像并传送至治疗计划系

统。所有的肝脏轮廓由同一名研究者勾画。在计划系统中对十个时相的 CT 图像建立统一的坐标

系，依据不同时相肝脏中心的相对坐标值计算出肝脏在三维方向上的呼吸动度。4 组之间的肝脏呼

吸动度差别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结果  肝脏手术或肝移植术后复发的患者在头脚方向上和三维运动矢量方向上的肝脏呼吸动度分别

为 7.74±2.79mm (2.20 -12.90mm) 和 9.07±2.38mm (4.79 -14.08mm)。未接受过肝脏手术或肝移

植的患者在头脚方向上和三维运动矢量方向上的肝脏呼吸动度分别为 10.46±2.78mm (5.60 -

18.80mm) 和 11.74±2.65mm (7.45-20.79mm)。接受过和未接受过肝脏手术或肝移植术的患者在头

脚方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P<0.001），在左右和腹背方向上并无差别（P>0.05）。多重比较下

A 组和其余三组间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 B、C 和 D 三组之间并无差异。 

结论  肝脏手术或肝移植术将会显著影响原发性肝癌病人的肝脏呼吸动度。我们建议在放射治疗中

对于接受过和未接受过肝脏手术或肝移植术的患者在呼吸运动所致的内靶区外放上要区别对待。 

 
 
PE-036 

胶质瘤三维适形放疗、调强放疗及螺旋断层放疗剂量对比研究 
 

苗传望 胡旭东 袁双虎 曹晓岚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胶质瘤是成年人中最常见的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其目前的治疗策略是最大安全范围

的手术切除及术后辅助放化疗。本次研究的目的是在胶质瘤患者中对比三维适形放疗（3D-

CRT），调强放射治疗（IMRT）和螺旋断层放疗（HT）这三种放疗方式的剂量分布和危及器官受

量。 

方法  研究入组了 16 例胶质瘤患者，磁共振 T1 和 T2 像勾画 GTV，GTV 外扩 2cm 为 CTV，CTV

外扩 0.5cm 为 PTV。给予 PTV 处方剂量 60Gy，分析和对比三种放疗方式的靶区剂量分布和危及

器官受量。CI 的计算公式为：CI=（Vt,ref/Vt）×（Vt,ref/Vref），HI 的计算公式为：HI=（D2-

D98）/Dp。 

结果  3D-CRT、IMRT 和 HT 这三种计划的适形指数（CI）分别为 0.75±0.03、0.88±0.04 和

0.92±0.02(p=0.031)。HT 计划的均匀指数（HI）明显低于 IMRT 和 3D-CRT 计划（P＜0.001）。

数据分别为 0.028±0.005、0.078±0.0035 、0.12±0.04。当 PTV 距脑干的距离大于 3cm 时，

IMRT、3D-CRT、HT 三种计划的脑干受量没有显著差异。当 PTV 距脑干的距离小于 3cm 时，HT

计划的脑干受量明显低于 IMRT 和 3D-CRT 计划。中耳和视神经的器官受量也有相似情况。 

结论  在胶质瘤患者中，相比 3D-CRT 计划，HT 和 IMRT 计划可以明显提高靶区适型度和危及器

官保护能力。对比 IMRT 计划，HT 计划具有更好的靶区覆盖性和危及器官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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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037 

基于两种多叶准直器的鼻咽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量学比较 
 

薛涛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061000 

 

目的 比较基于两种类型多叶准直器（Multileaf Collimator MLC）的鼻咽癌容积旋转调强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放疗的计划差异。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选取 13 例鼻咽癌患者的 CT 图像，分别采用配置常规多叶准直器（Standar-

MLC,sMLC）和微型多叶准直器（Micro-MLC，mMLC）的医科达直线加速器进行 VMAT 计划设

计。比较两种计划在靶区（Planning Target Volume,PTV）适形度（Conformity Index,CI）、均匀

性（Heterogeneity Index,HI）以及危及器官（Organs At Risk,OAR）剂量体积参数方面的异同。 

结果 在基于 sMLC 的 VMAT 计划（sMLC-VMAT）相比，基于 mMLC 的 VMAT 计划（mMLC-

VMAT）实施效率高（平均实施时间：2.57±1.66minvs3.27±1.65min，P＜0.05）。此外，mMLC-

VMAT 计划靶区适形度和均匀度优于 sMLC-VMAT（CI:0.75±0.08vs0.71±0.12；HI：

1.09±0.02vs1.11±0.03）。就 OARs 而言，在 mMLC-VMAT 的计划对比 sMLC-VMAT 的计划在晶

体和视神经的受量上有这更好的保护作用（左晶体：Dmax685±32vsDmax741±28；右晶体

Dmax705±27vsDmax762±30、左视神经：Dmax5150±132vsDmax5299±110；右视神经

Dmax5097±97vsDmax5211±112），而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 OARs 的剂量体

积参数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 与 sMLC-VMAT 计划相比，mMLC-VMAT 计划不仅明显缩短了治疗时间，而且提高了靶区的

适形度和均匀性，也正是因为适形度的提高，对晶体、视神经、视交叉起到了更好的保护作用。 

 
 
PE-038 

为医学技术放疗方向本科生开设全英语专业课程的可行性研究 
 

傅玉川 李霞 刘欢 王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物理技术中心 610041 

 

目的 ―全英语教学‖是指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非语言类课程的教学活动，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精神，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往能力的―三创型

（创新、创造、创业）‖人才的重要环节之一。医学影像技术（放射治疗方向）是华西临床医学院

新开设的本科专业方向，为了使学生们能在大学学习期间接触到不同学科专业术语和概念的英语表

达及逻辑思维方式，培养较高的国际视野，我院针对大三本科生（2013 级）首次开设了《现代放

疗技术的现状和未来》全英文专业课程，共计 32 学时。本文通过课堂实践，研究了大学生们对全

英文教学中教师、课程设置、参考资料等方面的适应情况，了解了他们对全英语教学的学习态度和

学习方法等方面的情况。 

方法  本课程的教材为自编教材，目标是使课程成为一个系统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专业英语课程。

全程授课过程为英文授课，上课之前教师把本节课会遇到的生词做成中英文对照表打印出来发给学

生，课堂上则不说一句中文，根据学生的听课反应调整语速。我们根据全英文课程的特点设计了问

卷调查表，分别在教学第 8 周和第 16 周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 

结果  61.9%的学生表示对该课程很感兴趣，有 28.57%的学生兴趣一般般，有 9.52%的学生不是很

感兴趣，但表示该课程还是可以听。第一次调查认为教材―太难，生词太多‖的学生有 38.1%，认为

―专业性太强，晦涩难懂‖的学生有 33.33%，认为―难易程度适中‖的学生比例为 28.57%；而第二次

调查认为教材―太难，生词太多‖的学生降到 19.05%，认为―专业性太强，晦涩难懂‖的学生有

38.10%，认为―难易程度适中‖的学生比例上升到 42.86%。100%的学生认为教学进度还可以，

61.9%的学生在课堂上能与老师的进度基本同步，28.57%的学生勉强同步，9.52%的学生有点困

难。90.48%的学生认为老师在课堂上应当充当引领者的角色，而不仅仅是叙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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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大部分学生都表示了对专业课全英语教学的浓厚兴趣。在课程的初始阶段，大部分学生都不

能很好地适应英语教材，但随着课程的推进，学生的适应程度有所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和专业知

识也有了较大地提高。研究结果表明为医学技术放疗方向本科生开设全英语专业课程是可行性的。 

 
 
PE-039 

基于精确肺部滑动运动建模的 4D-CBCT 在自适应放疗中的应用 
 

党军
1,2

 陈德玉
2
 游涛

2
 戴春华

2
 李英

1
 陈晓品

1
 

1.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对肺进行包含表面滑动运动的自适应呼吸运动建模，提出基于图像变形场（Deformable 

Vector Field, DVF）估计的 4D-CBCT 重建方法。为肺部 SBRT 治疗前提供第二次确认肺部运动轨

迹的机会，提高放射治疗的精确性，避免放射性二次肺炎发生的可能性。 

方法  首先利用所有 4D 相位投影数据，并改进瞬时线性代数重建算法，重建出高质量参考相位

（0%相位）CBCT 图像。通过配准每个 4D 相位测量到的投影与变形后的 0%相位图像（变形到该

4D 相位）的正向投影，来得到该 4D 相位和 0%参考相位之间的 DVF 优化解。通过提取肺表面数

据，我们将肺部运动建模分为：1）肺内部均匀运动建模和 2）肺与胸腔、心脏接触表面的局部非

均匀滑动运动建模。通过修改优化算法目标函数的平滑项，将 4D-DVF 优化过程中的平滑归一化项

也按照肺表面数据自适应的分成两个平行任务组：1）在肺内部对 DVF 进行各向同性平滑；2）在

肺表面沿着各像素法向量平滑；3）在肺表面像素切线方向不做任何平滑（即保留了沿切线方向的

反向滑动运动信息）。我们采用非线性共轭梯度优化算子进行优化。通过在 NCAT 模体和 2 个临

床数据验证算法有效性。并采用相对重建误差和器官（或肿瘤）运动轨迹均方根误差以及肺轮廓

DICE 系数来量化评价算法性能。 

结果   NCAT 模体结果表明，没有考虑肺表面滑动建模的相对重建误差为 8.9%而考虑了滑动建模

的重建误差减小为 7.4%。肿瘤运动轨迹的均方根误差在没有考虑滑动运动时为 3.5mm, 在考虑了

滑动建模时减小到 0.5mm。重建结果中肺轮廓与参考图像相比，其 10 个相位的平均 Dice 系数在

没有考虑滑动建模时为 0.955，而考虑了滑动建模后相应的平均 Dice 系数增加为 0.990。  

  临床结果表明，考虑了滑动建模的重建结果中肺与胸腔交界处肋骨位置与未进行滑动建模结果相

比，得到明显矫正，同事肺与心脏接触表面边界也更加清晰可分辨。量化分析结果表明，考虑了滑

动建模后的相对重建误差为 7.61%，呼吸相位平均 Dice 系数为 0.985。均优于传统的 FDK 重建结

果。 

结论 提出了一种考虑肺部边界滑动信息建模的高质量瞬时 4D-CBCT 图像重建方法。数字模体和病

人数据结果表明算法在能够修正滑动运动带来的 DVF 估计误差。提供更加准确的 4D-CBCT 图像

结果。 

 
 
PE-040 

EDR2 胶片的能量依赖性矫正 
 

王巍伟 黄志杰 Kambiz Shahnazi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200032 

 

目的 EDR2 胶片对于碳离子射线具有很强的线性能量传递依赖性（linear Energy transfer 

dependence，LET dependence）或能量依赖性（energydependence），导致其测得的剂量严重

低估真实病人计划的剂量，本文试图找到矫正 EDR2 胶片对于碳离子射束能量依赖性的方法。 

方法  首先，将 5 张 EDR2 胶片分别固定在固体水（RW3）体膜的 2 厘米，5 厘米，10 厘米，13

厘米和 14 厘米深度，利用单能碳离子射束（285.35 MeV/u）同时照射这些胶片；粒子的入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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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胶片垂直；照射计划中包含 6 个在等中心处为 5x5 厘米大小的正方形子野，子野的粒子数不同以

在不同深度产生不同的剂量，所有子野剂量由 2 厘米深度电离室测得的子野剂量根据相对深度剂量

（percentage depth dose, PDD）推算得到。第二步，取相同批次另一张未照射过的 EDR2 胶片，

为了得到相同能量粒子 PDD，胶片夹在 RW3 中一起放置在与粒子入射方向平行治疗床上进行照

射；用相同能量的碳离子射线照射该胶片，新计划中胶片位于 5x5 厘米的正方形子野中心；开始照

射之前，将治疗床翘起，使之与粒子入射方向呈 3 度角，来降低胶片对束流能量的影响。第三步，

照射完成后，将所有胶片一同冲洗和扫描；利用 FilmQA 建立 5 个不同深度（不同 LET）所对应的

光密度-剂量矫正曲线，通过使用线性回归方法插值得到不同 LET 所对应的光密度-剂量矫正曲线。

利用找到 LET 与光密度-剂量的关系矫正单能碳离子射线的 PDD。最后，为了验证矫正结果的有效

性，使用定位 CT 扫描步骤二中夹有胶片的 RW3 体膜，利用扫描的图像在放疗计划系统(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 TPS)中模拟该步骤中照射计划产生的剂量分布，将模拟得到的 PDD 与胶片测量

并矫正结果进行对比。 

结果  使用 EDR2 胶片不同 LET 的光密度-剂量矫正曲线矫正得到的单能碳离子射束 PDD 在平区

（entrance）与 TPS 计算得到的 PDD 符合的很好，但是在非常接近布拉格峰（Bragg-peak）区域

的 PDD 明显低于 TPS 的模拟值。 

结论  该方法可以很大程度矫正 EDR2 胶片的在平区的 LET 依赖性，但是，由于缺乏在 Bragg-

peak 附近的 LET 相关的光密度-剂量矫正曲线，导致在该部位的 PDD 出现剂量偏低。 

 
 
PE-041 

仰卧位的全脑全脊髓动态调强放射治疗 
 

柳栋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  本文阐述一种仰卧位的全脑全脊髓动态调强放射治疗的方法在全中枢治疗中的剂量学优势，

并对毒副反应及临床疗效做初步探讨。 

方法  使用瓦里安公司的 Eclipse 计划系统进行计划设计，在计划设计过程中综合利用了相邻射野

梯度衔接技术、通量图修饰技术，在衔接区域得到理想的剂量分布。并且在计划设计的过程解决了

病人摆位的不确定性对剂量分布产生的影响。最后利用 detla4 三维剂量验证模体对射野衔接处进

行剂量测量验证。 

结果  当摆位误差不超过 3mm 时，在射野衔接处没有明显的剂量冷点或者热点出现，靶区得到了

理想的剂量分布；在剂量验证的过程中发现，衔接区域不会出现明显的剂量偏差。 

结论  本文提到的这种方法可以在射野衔接区域得到理想的剂量分布，适用于全脑全脊髓放射治

疗。 

 
 
PE-042 

呼吸暂停下大分割 IMRT 右肺转移癌一例报告 
 

陈东基 祁英   马有国 张世龙 孙洁仁 孟万斌 张一贺 王炜 李付民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 733000 

 

呼吸暂停法精准放疗方法，患者在全麻状态下使用肌松药，可以使呼吸运动完全消失，使胸部及上

腹部肿瘤的相对位置也不再移动，在保证患者氧供的情况下实施精确放疗，可以减少因呼吸运动引

起靶区运动而扩大靶区的范围，更大程度保护周围正常组织，尤其对 SBRT 治疗时更加存在优势。

采用此技术治疗时，对患者全程采用麻醉机进行生命体征、血氧饱和度检测、动脉血二氧化碳量检

测，仅动脉血二氧化碳量轻度升高外，其他检测指标无明显变化，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此

技术首先在德国应用，目前在德国慕尼黑的一家质子治疗中心大量应用。他们的文献报道显示，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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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暂停的麻醉技术是安全的，共实施了 3025 次呼吸暂停，没有发生不良事件。该技术的基本原理

是 O2 在肺中的弥散较 CO2 容易，即使没有呼吸，O2 也会因为浓度梯度，弥散进入肺泡。使用恒

定的氧气流量和压力，病人可以在没有呼吸的情况下保持氧合。在没有呼吸的情况下，ETCO2 水

平会升高 2-4mmHg/min。如果呼吸暂停时间短的话，对患者没有负面影响。报道显示平均呼吸暂

停时间为 2.3min，范围为 1-9min，比本病例短。麻醉时间 28～133min，平均 57min。质子治疗的

时间平均为 30min，恢复时间范围从 45min 到 3h 不等。平均恢复时间为 90min，比本病例长。文

献报道使用气管插管，但患者的依从性和耐受性可能较差，可能不能耐受多次气管插管，相较本病

例使用喉罩，安全性高一些。 

呼吸暂停法精准放疗在我国尚属首创，我院在德国进修学习时引进此项技术，通过和麻醉师共同研

讨，并经本院科研委员会讨论通过，现顺利开展此技术，随着以后病例数量增多，技术的不断完

善，将积累更多的经验和数据，提供给同行借鉴应用。此项技术对呼吸的控制，在放射治疗领域将

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对胸腹部恶性肿瘤的重离子质子治疗、加速器大分割放疗可能有很大的帮

助。 

 
 
PE-043 

经腹 B 超测量膀胱充盈度对宫颈癌靶区位置影响的观察 
 

祁英 孟万斌 陈东基 马有国 段云龙 马霄云 李文祺 孙洁仁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 733000 

 

目的  宫颈癌患者盆腔治疗时不能很好的掌握膀胱充盈状态程度，往往会影响靶区的重复性及危及

器官的受量，本文旨在探讨病人每次治疗时膀胱充盈体积变化对靶区位置的影响，指导病人憋尿情

况，干预对宫颈癌靶区及危及器官变形位移变化的影响,以期宫颈癌治疗膀胱重复性提供参考。 

方法  我院收治的 10 例宫颈癌术后 FIGO 分期为 Ib 期-IIb 期的患者盆腔调强外照射，让病人感觉膀

胱充盈利用 CT 模拟定位，在膀胱充盈状态下的 CT 图像上勾画靶区危及器官（OAR）膀胱及直

肠。制定治疗计划，计划处方剂量为 45-50Gy，根据 DVH 图评价危及器官剂量情况，以后每天治

疗时用 B 超测量膀胱体积，对比标准以治疗计划的膀胱体积为准。 

结果  膀胱在充盈状态下，体积发生变化时，靶区位置也会随膀胱体积的变化而发生移动，当体积

变化达到一定量时，靶区位置变化将会超出误差范围（5mm）。 

结论  膀胱充盈体积变化对宫颈癌靶区和危及器官的位置有一定影响,并且随着充盈体积变化量的增

加,影响越明显。每次用 B 超测量膀胱体积可方便指导病人憋尿情况，保持膀胱重复性，尽可能减

少治疗后的并发症。 

 
 
PE-044 

有效的费用管理模式在肿瘤放射治疗中的意义及探讨 
 

周艳 陈妙娟 张军霞 王晓蒙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长期以来，因肿瘤患者放射治疗周期长的特点，住院管理及医保报销一直是科室面临的一大

难题，在三级甲等医院中尤为突出。经过多年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探索出一套相对成熟有效的

费用管理模式，提高科室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方法  回顾科室病案登记信息，统计 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6 月四年的病人收治数据，按照各种医

保关系统计分析，分类列出病人人数、医保关系及所占比例。结合科室的实际情况，费用管理采用

以下几项措施：1、直接审批报销； 2、通过办理预住院---院前检查流程；3、放疗费用管理专人负

责制；4、尚不能明确报销方式的，按预住院流程办理；5、特殊情况灵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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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及意义  1、按照各种不同医保关系，有效的解决了患者医疗费用报销问题，最大程度的减轻患

者经济负担。2、分流病人，保证了住院化疗及对症处理患者的床位需求，提高床位使用率。3、

17%及以上的本地医保患者在门诊便捷报销，使有限的医疗资源—-住院床位得以最大利用。4、通

过办理预住院----院前检查，不但解决了患者住院报销的问题，而且大大缩短了医院考核指标—-平

均住院日，我科的平均住院日仅 5.6 天，可供同级医院类同科室参考借鉴。5、门诊治疗缩短了患

者的在院时间，减少了患者院内感染机会及住院费用。6、避免了错费，漏费并对现行的医保政策

更好的落实及宣传。7、门诊与家庭相结合，使患者有较多的时间自由支配，对肿瘤患者更有其特

殊意义。 

探讨  1、面对医院普遍存在医疗资源配置相对不足、床位使用效率不高，而患者对医疗资源的需求

日益增加的矛盾现状，提出更多的挑战和思考。2、医保报销尚需便捷  在实行全民医保的过程中越

来越多的新农合及外地患者，就诊于我院，因费用报销程序复杂，致使有些患者放弃在我院放疗的

机会。3、在重大疾病治疗过程中，认真落实医疗政策，做到新政与患者当面接洽，尽量减少患者

费用负担。4、对于肿瘤患者放疗费用，呼吁相关政策，放开门诊费用的报销，将个人自付比例控

制在较低的水平。 

 
 
PE-045 

IGRT 技术的宫颈癌调强放疗摆位误差及其外放边界 
 

郑超群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应用 Elekta Synergy 加速器的千伏级 CBCT 研究宫颈癌调强放射治疗摆位误差情况，为设计

宫颈癌放疗计划时临床靶区（CTV）外放到计划靶区（PTV）的外放数据提供参考。 

方法 入组 23 例均为宫颈癌患者，均采用体部固定底板+真空垫+热塑成型网罩体位固定方式，每次

摆位后治疗前利用千伏级锥形束 CT（KV-CBCT）进行扫描，每周 1 次连续 4 周共扫描 92 次，获

取 92 组 CT 数据，利用 XVI 软件将 CBCT 扫描图像与计划 CT 图像做在线匹配，测定六维方向的

摆位误差。根据 van Herk 等推导的摆位扩边公式 MPTV＝2.5Σ+0.7δ 推算出 CTV 到 PTV 的

Margin。 

结果 计算出 x,y,z 轴 CTV 到 PTV 的 Margin 分别为 4.46mm,5.80mm,3.31mm。 

结论 应用 CBCT 做在线匹配和校正，能够准确的测量出六维方向的误差值，宫颈癌摆位中应特别

注意沿身体头脚方向的平移误差。靶区在左右、上下、前后方向外放边界分别为 4.46、5.80、

3.31mm。 

 
 
PE-046 

Integer Programming for Improving Radiotherapy Treatment 

Efficiency 
 

LI YI
1
,Zhang Xiaozhi

1
,Lv Ming

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of medical college 

2.School of Management，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Background and purpose  Patients received by radiotherapy departments are diverse and may 
be diagnosed with different diseases. 
Therefore, they will need different radiotherapy treatment plans and thus have different needs for 
medical resources.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best method of scheduling the admission of 
patients receiving radiotherapy so as to reduce patient loss and maximize the usage efficiency of 
servic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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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and methods  A mix integer programming (MIP) model integrated with special features 
of radiotherapy is constructed. The data used here 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ata collected and 
we propose an exact method to solve the MIP model.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FCFS) method, the new method 
has boosted patient admission as well as the usage of linear accelerators (LINAC) and beds. 
Conclusions The integer programming model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complex problem 
of scheduling radio-receiving patients, identify the bottleneck resources that hinder patient 
admission, and obtain the optimal LINAC-bed radio under the current data conditions. Different 
management strategies can be implemented by adjusting the settings of the MIP model. The 
computational results can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the policy-makers in decision making. 
 
 
PE-047 

呼吸运动对胸部肿瘤放疗剂量影响的模型研究 
 

刘路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通过对胸部模型研究进行放疗剂量分布受呼吸运动影响的定量分析。经过计划系统模拟得到

放疗中呼吸运动带来的剂量误差，从而辅助和评估胸部肿瘤放疗计划的设计和实施及其质量。 

方法 结合我院收治的 10 例肺癌患者的呼吸曲线。采用运动模拟平台和标准的胸部模体进行 4D-CT

定位，用笔形电离室放置在胸部模体内作为肿瘤位置标记。在不同的呼吸时相 CT 图像上勾画电离

室轮廓作为 GTV，针对静态图像（吸气末）进行放疗计划设计。将静态图像计划拷贝到各个呼吸

时相的 CT 图像中，直接进行剂量计算，各个时相剂量分布进行时间加权叠加后与采取静态影像计

划的剂量分布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呼吸运动引起的放疗剂量分布与采取静态图像作为勾画靶区的依据的剂量分布差异很小。在

整个呼吸过程中，会造成若干治疗时间段内靶区的欠照射或是过照射。在靶区的剂量方面，呼吸运

动累计剂量明显高于静态剂量,分别为 72.25Gy 和 64.3Gy（p<0.05）;在危及器官的受量上，肺组

织的受量存在差异（p<0.05）。   

结论 考虑到呼吸运动带来的误差，会导致靶区内剂量 V95 和 Dmax 均偏高；在危及器官方面，肺

组织 V5，V10，V20 均有明显差异，结果有统计学意义，但是 V30，V40, V50 等没有明显差异。

脊髓的最大剂量点方面，动态累计剂量略高于静态计划剂量，具有统计学意义，   

 
 
PE-048 

美国放疗科数字信息化应用进展－以斯坦福肿瘤放疗中心为例 
 

孙晓丽
1,2

 Mellisa Cao
2
 董鑫哲

3
 李梅

4
 

1.浙江大学一附院放疗科 

2.斯坦福肿瘤医院放疗科 

3.山东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4.汕头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 

 

目的  医务工作者日常工作中有大量的时间用于开会，讲课，病历书写等。本文通过对斯坦福大学

放疗中心信息管理科的研究发现，斯坦福肿瘤中心放疗科信息化进展为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带来深

刻改变，因此成文希望国内放疗科能够借鉴，提高工作效率。 

方法  本文主要从语音病历书写，开会讲课，在家工作，靶区勾画，肿瘤疗效评价，病人隐私和安

全几个方面阐述美国的放疗科和中国放疗科在日常工作中的巨大差异。 

结果  美国放疗科的工作人员大量的时间用于临床和科研，出错的概率更小，科研的方法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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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放疗科数字信息化建设非常重要，好的信息化平台能够为工作人员节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使工作人员能够将有限的精力应用于临床和科研工作。希望国内能够推行相应措施，提高工作效

率。 

 
 
PE-049 

体部伽玛刀患者 CT 离线验证结果分析 
 

朱夫海 朱峰 李宏奇 邸玉鹏 王颖杰 夏廷毅 

空军总医院 100142 

 

目的  对体部伽玛刀治疗的胸、腹部患者行定位 CT 离线验证，分析其摆位误差并指导 CTV-PTV 外

放 Margin 值的范围。 

方法  对采用体部伽玛刀治疗的 25 例胸部患者和 16 例腹部患者，根据合适的治疗次数之后，在

CT 定位机上按其摆位条件重复体位，在相同的定位条件行 CT 扫描，将验证 CT 图像和定位 CT 图

像经治疗计划系统配准、融合，计算患者左右(x)、头脚(y)和腹背(z)三个方向的误差值。根据公式

M=2.5∑+0.7ζ 计算 CTV-PTV 外放 Margin 值的范围。 

结果  25 例胸部患者共行 65 次 CT 验证扫描，x、y 和 z 三个方向的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分别为：

（0.29±0.18）cm、（0.33±0.26）cm 和（0.24±0.18）cm；18 例腹部患者共行 46 次 CT 验证扫

描，x、y 和 z 三个方向的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分别为：（0.31±0.20）cm、（0.22±0.18）cm 和

（0.28±0.17）cm；胸部患者在 x、y 和 z 三个方向外放 Margin 值分别为：0.85cm、1.01cm 和

0.73cm；腹部患者在 x、y 和 z 三个方向外放 Margin 值分别为：0.92cm、0.68cm 和 0.82cm。 

结论  CT 离线验证技术可以部分解决目前国内伽玛刀缺少实时在线验证技术的难题，在纠正靶区位

置错误、CTV-PTV 外放 Margin 值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PE-050 

Dosimetric study of Helical Tomotherapy based total 

marrow irradiation for patient undergoing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to a feasible goal of multi-

objective optimization. 
 

Zhu Feng,Wu Wei-Zhang,Chang Dong-Shu,Zhu Fu-Hai,Wang Yong,Wang Ying-Jie,Xia Ting-Yi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The Airforce General Hosptical， Beijing 100036 

 

Purpose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total body irradiation (TBI), targeted total marrow irradiation 
(TMI) is recommended as an effective and much safer alternative pre-conditioning regimen for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HCT).Typically dose sparing to organ at risks (OAR) plays 
a highlighted roles during treatment planning. Responding to ALARA (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 principle, we expect the lowest irradiation dose to organs while balancing the dose 
distribution conditions on target and acceptably beam-on time. In order to achieve a better and 
reasonable compromise during plan optimization, we summarized a total 22 patient‘s plan 
character and dose parameter and evaluate the probable mean dose of each organ. The 
primary purpose of our study was to search for a reasonable optimizing goal of dose to organs 
and target with a suitable delivery time. 
Material/ Methods  Since May 2016, 22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TMI using Helical 
Tomotherapy in our institute. The planned target volume (PTV) includes the entire skeletal bone 
plus 2~5mm margins. PTV for upper body was countered and named separately as 
PTVhead&neck, PTVthorax, PTVabdo&pel, PTVarm&up-leg and PTVlow-leg depending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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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region.  Protected tissues contained most of the normal organs including brain, lens, 
lungs, esophagus, heart, liver, kidney, bowels and so on. Because of the limited rotation distance 
of Tomotherapy, one treatment plan was designed from head to the mid-femur, and the other the 
rest volume in a feet first positioning. The whole procedure was planned to finish in one week and 
irradiation strategy was set as 4 Gy per fraction per day in three days. A total of 12Gy was 
prescribed to cover a minimum of 90% of PTV (One patient received 15Gy and one received 
14Gy, which should be normalized to 12Gy for statistic). For dose to organs, no predicted 
constraints were set initially. Following the ALARA principle, the constraints were controlled 
and modulated by medical physicist during optimization.  The initial value of Modulation Factor 
(MF) was set at 2.0. Set Field Width, Pitch and Calculation Grid as 5cm, 0.287 and Normal 
(0.352X0.352cm)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we introduced the quality score to evaluate each 
plan and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ty score (QS), modulation factor and 
Beam-on Time (BOT). 
Results   The average D90 of PTVhead&neck was 12.06±0.15Gy, and D10 of PTVhead&neck 
was 13.55±0.35Gy (HI=0.89, CI=0.9); D90 of PTVthorax was 12.07±0.11Gy, and D10 of 
PTVthorax was 13.28±0.41Gy (HI=0.91, CI=0.9); D90 of PTVabd&pel was 12.13±0.26Gy, and 
D10 of PTVabd&pel was 13.16±0.32Gy ((HI=0.92, CI=0.92)); D90 of PTVarm&up-leg was 
12.13±0.24Gy, and D10 of PTVarm&up-leg was 13.28±0.3Gy (HI=0.91, CI=0.91); D90 of 
PTVlow-leg was 12.23±0.12Gy, and D10 of PTVlow-leg was 12.81±0.17Gy (HI=0.95, CI=0.95). 
Target dose at lower leg had the best homogeneity and conformity, followed by that dose of 
abdominal and pelvic regions.  
Target dose at head, neck and thorax region had a relatively lower HI&CI and higher D10, due to 
more complex structures and stricter constriction especially for lung. The D50 of Organ at risk 
was 5.36Gy for lung, 6.19Gy for Brain, 6.45Gy for eyes, 1.95Gy for lens, 6.21Gy for parotid, 
6.94Gy for esophagus, 8.27Gy for oral cavity, 6.31Gy for heart, 4.92Gy for liver, 5.62Gy for 
stomach, 5.71Gy for bowel, 4.74Gy for kidney, 5.78Gy for bladder, and 5.19Gy for rectum. For 
patients required to protect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the D50 of ovary is 2.79Gy for female and 
the D50 of testis is 2.26Gy for male. An experiencing curve as the change of D50 of lung started 
6.53Gy for the first patient to 4.33Gy for the last patient showed that dose sparing would be more 
efficient if the planner had richer experience. Higher QS for latest patient also demonstrated it. A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BOT was linear correlated with QS and MF. Higher QS and MF 
increased the BOT. Patient height was relatively a non-dependence factor. 
Conclusions  A feasible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goal could be built based on large quantity 
analysis. We provided a reasonable potential prediction of the median dose to OARs under a 
condition of controlled BOT and sufficient Target dose. To compromise delivery time, target dose 
quality and organ dose sparing, affluent planning experience and suitable planning constriction 
were demanded. 
 
 
PE-051 

直肠癌术后 VMAT 与 IMRT 放疗计划的剂量学研究 
 

杨咏强
1,2,3

 周钢
1,2,3

 陈列松
1,2,3

 朱雅群
1,2,3

 田野
1,2,3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肿瘤放疗科 

2.苏州大学肿瘤放射治疗学研究所 

3.苏州市肿瘤放射治疗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比较直肠癌术后容积旋转调强放疗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和静态调

强放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计划的剂量学差异，为临床选择直肠癌术后放

疗方法提供依据。 

方法  对 10 例 II～III 期直肠癌术后放疗患者分别进行双弧 VMAT 和 7 野 IMRT 的计划设计，统一

给予高危复发区域和区域淋巴引流区（PTV）50 Gy 分 25 次，危及器官限制剂量要求参照 RT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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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2 研究。利用剂量体积直方图评价靶区剂量分布以及危及器官的照射剂量。两种计划参数比较

用配对 t 检验。 

结果 两种治疗计划均能满足靶区处方剂量及各危及器官限制剂量的要求。两种计划间 PTV 靶区的

中位剂量（D50）、最低剂量（D98）、最高剂量（D2）、适形指数（CI）及均匀指数（HI）的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VMAT 计划的膀胱 V30低于 IMRT 计划（t =-2.695， P=0.025）。两种计划间小

肠、骨盆及股骨头的平均剂量（Dmean）、V10-V50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VMAT 计划和 IMRT 计

划的小肠 V15分别为 284.1±124.3 cc 和 252.3±130.0 cc（t=2.161，P=0.059）。VMAT 计划和

IMRT 计划的平均机器跳数分别为 960.4 ± 104.9 和 581.8 ± 137.8 MU（t=7.823，P=0.000）。 

结论 直肠癌术后盆腔放疗中采用 VMAT 技术可获得与 IMRT 相当的靶区剂量分布和危及器官保

护，但明显增加了机器跳数，其疗效还需进一步临床评估。 

 
 
PE-052 

Sentinel 系统联合 4DCT 在肝癌放疗中的应用研究 
 

李勇 

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中心 610041 

 

目的   探讨医科达 Sentinel 摆位辅助系统联合 4DCT 在肝癌放疗中的应用，以期提高肝癌放疗精

度，保证靶区照射的准确性。 

方法  选取在我院放疗中心行放射治疗的肝癌患者 10 例，仰卧位常规体模固定后采用 Phlipis Big 

Bore CT 模拟机行 4DCT 定位扫描，将每个呼吸周期的 CT 图像平均分为 10 个呼吸时相，每个时

相勾画靶区，再融合 10 个时相的 CT 图像，测定靶区中心在三维方向上的最大运动矢量，并相应

扩展得到 PTV，核通计划系统进行计划设计和优化，完成计划后通过网络传输至医科达 Axesse 加

速器。治疗前运用 XVI 图像引导系统对患者进行校位配准，在线修正误差后运用 Sentinel 系统监控

患者整个治疗过程中右季肋部的呼吸运动情况，直至本次治疗结束。再运用 XVI 图像引导系统扫描

患者治疗并行图像配准记录误差。 

结果  分析 Sentinel 监控得到的患者治疗过程中胸廓的呼吸运动呈现一定的规律，并于分次治疗结

束时 XVI 采集到的误差呈一定的相关性。 

讨论  4DCT 的运用能有效解决呼吸运动对肝癌靶区移动的影响，CBCT 能保证每次患者治疗体位

的重复性，Sentinel 辅助摆位系统能监控患者整个治疗过程中的呼吸运动情况。三种方式的联合运

用能够为肝癌患者精确治疗，防止靶区漏照，提高疗效提供强大的保障。 

 
 
PE-053 

MRI 激光定位系统在放疗中的应用价值研究 
 

王首龙 谭蕾 李林涛 何勇 张德康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通过对 MRI 激光定位系统引导下的 MRI 定位图像与 CT 定位图像融合后误差的研究，探讨

MRI 激光定位系统在放疗定位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头部，胸腹部，盆腔患者各 30 例，通过 LAP MRI 激光定位系统引导下进行定位，设为

实验组。再选取相同数量和部位为使用该系统引导下定位的患者，设为对照组。将 MRI 定位图像

在图像融合系统上与 CT 定位图像进行配准，再在靶区附近部位选取四个参考点，测量和计算出各

参考点在 X、Y、Z 三维方向上的误差。 

结果  通过对测量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对比和分析，头部患者实验组在三维方向误差为（1.2±0.4）

mm、（2.3±0.8）mm 和（0.9±0.3）mm，对照组在三维方向的误差为（1.5±0.8）mm、

（3.4±1.0）mm 和（1.6±0.3）mm，P>0.05，无统计学意义。胸腹部患者实验组在三维方向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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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6±0.6）mm、（3.2±1.2）mm 和（1.3±0.7）mm，对照组在三维方向的误差为（5.4±3.6）

mm、（4.2±2.9）mm 和（3.6±1.5）mm，P<0.05，有统计学意义。盆部患者实验组在三维方向误

差为（1.3±0.8）mm、（2.7±1.0）mm 和（1.4±0.7）mm，对照组在三维方向的误差为

（4.5±1.8）mm、（3.9±1.5）mm 和（2.6±1.4）mm，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MRI 激光定位系统可以明显减小胸腹部和盆腔患者 MRI 定位时 X，Z 方向上的摆位误差，显

著提高图像融合的精度，从而提高肿瘤靶区勾画的准确性。 

 
 
PE-054 

脑胶质瘤非共面和共面 IMRT 剂量学比较研究 
 

柴林燕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比较研究脑胶质瘤非共面 IMRT 计划剂量学分布特点，为非共面 IMRT 应用于脑胶质瘤提供

理论依据。 

方法 对 18 例脑胶质瘤患者分别优化设计 5 野共面调强计划和在 5 野基础上加一个非共面射野的 6

野调强计划。比较两组计划的靶区剂量学特点以及脑干、视神经、视交叉、晶体、眼球等正常组织

的受照剂量。 

结果   与共面 5 野调强计划相比较，非共面 6 野调强计划靶区的适形性指数 CI 以及均匀性指数 HI

均有改善（P 值均为 0.000),且各危及器官脑干、视神经、视交叉、晶体及眼球最大受照剂量 Dmax

均明显降低，有统计学差异 （P=0.033、0.000、0.009、0.000、0.000）。 

结论   在脑胶质瘤调强放射治疗过程中，非共面野调强计划改善了靶区剂量分布，同时降低了正常

组织受照剂量，其临床应用值得推荐。  

 
 
PE-055 

MVCT 引导下螺旋断层调强放疗摆位误差及靶区边界外放分析 
 

李洪明 于浪 孙显松 王欣海 胡克 张福泉 邱杰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对 MVCT 引导下,采用螺旋断层调强放疗技术（Tomotherapy）治疗的患者进行摆位误差分

析，探讨本部门整体摆位水平并为靶区安全边界外放（Margin）提供依据。 

材料和方法  对采用 TomoTherapy 进行调强放疗的 192 例患者，每次治疗前行 MVCT 扫描，将

MVCT 图像与计划 CT 图像进行配比，记录进出（LNG）、左右（LAT）、升降（VRT）及旋转

（ROT）方向的误差，并按扫描部位分组（头颈、胸腹及盆腔三个部位），计算单个患者整个疗程

误差分布规律及全部患者的系统误差（Σ）和随机误差（s）大小，利用 Margin 公式（M=2.5Σ 

+0.7s）得出各部位不同方向的 Margin 值。 

结果  192 例患者共获得 4416 幅 MVCT 图像，得出各部位在 LNG、LAT、VRT 及 ROLL 方向的摆

位误差分别为：头颈部：1.94±1.78mm、0.94±0.81mm、1.07±0.98mm 及 0.75±0.89°；胸腹部：

3.72±2.92 mm、2.12±1.96 mm、2.04±1.65 mm 及 0.47±0.71°；盆腔：3.68±2.52 mm、

1.36±1.20 mm、1.83±1.41 mm 及 0.47±0.51°，整体摆位误差为：3.17±2.96 mm、1.40±1.42 

mm、1.58±1.40 mm 及 0.58±0.74°，各部位在 LNG、LAT 及 VRT 方向的 Margin 分别为：头颈部 

5mm、2mm 和 2mm；胸腹部 8 mm、7 mm 和 5 mm；盆腔 6 mm、4 mm 和 3mm。 

结论  通过对 MVCT 引导下采用螺旋断层调强放疗患者的摆位误差数据分析，了解科室整体摆位水

平，为各部位的 Margin 外放提供可靠依据，临床疗效及副反应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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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056 

不同盆腔外放疗技术对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术后急性放射性损伤的

随机对照研究 
 

倪镌 殷卓敏 袁淑慧 刘南芳 李莉 徐小仙 周建松 楼寒梅（通讯作者）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目的  比较调强盆腔外放疗（IMRT）和适形放疗（CRT）技术对宫颈癌及子宫内膜癌患者术后急性

放射损伤的差异。 

方法  对浙江省肿瘤医院妇瘤科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6 月收治的 113 例宫颈癌及子宫内膜癌术

后患者，随机分为 IMRT 组（55 例）和 CRT 组（58 例）。两组处方剂量、总剂量分别为 1．8 Gy

／次和 45 Gy。对比两组患者一般情况；PTV 剂量分布及小肠，直肠，膀胱器官照射体积百分比；

据肿瘤放射治疗协作组（RTOG）急性放射损伤分级标准评价大/小肠及膀胱反应；放疗前后

FACT-Cx 量表（癌症治疗功能评估量表）和 EPIC-CP 量表（前列腺癌临床生活质量临床量表）得

分。 

结果  (1)一般情况：两组患者年龄，文化程度及家庭经济条件匹配；(2)剂量学比较：IMRT 组与

CRT 组相比，PTV 平均照射剂量（4609.5±35.2/4638.8±54.1）降低，V45 剂量百分比

（95.2±1.0/93.3±2.0）%增高；肠袋 V40 剂量百分比（24.4±6.8/36.5±15.9）%降低；直肠 V40 剂

量百分比（73.9±12.3/85.4±8.4）%降低，直肠 V45 剂量百分比（32.8±13.4/71.5±13.7）%降低；

膀胱 V40 剂量百分比（55.5±13.0/84.4±13.0）%降低；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肠袋和膀

胱 V45 剂量百分比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3)急性放射损伤分级：IMRT 组与 CRT 组相比，大/小

肠：III 级反应发生率（9.1%/22.4%），（χ2=3.742，p=0.053）；膀胱：III 级反应发生率

（18.2%/31%），（χ2=2.502，p=1.114），差别无统计学意义。（4）生存质量量表：IMRT 组与

CRT 组相比，FACT-Cx/EPIC 量表放疗前得分分别为（（74.0±10.5/74.4±8.4）；

（15.9±7.3/15.1±6.0）），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而放疗后，FACT-Cx/EPIC 量表得分分别为

（（69.5±10.0/64.4±9.8），t=2.148，p=0.034；（19.0±7.5/22.0±7.1），t=-2.731，p=0.007），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宫颈癌及子宫内膜癌患者术后 IMRT 放疗相对于 CRT 放疗可达到更好靶区剂量分布，降低危

及器官的受照射体积，降低急性放射性损伤分级，获得更好地生存质量。 

 
 
PE-057 

针对医科达直线加速器 MLC 的清洁保养方法能够有效 

降低 MLC 的故障率 
 

彭旭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中心-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放射物理技术中心 610041 

 

目的  MLC 的故障是医科达直线加速器最常见的故障，也是最主要的故障之一。针对 MLC 采用专

门的清洁保养方法能够有效降低 MLC 在治疗过程中的故障率，保障了科室有效运行。 

方法  我们科现有两台医科达 40 对标准叶片的直线加速器。在保证相同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我们

采取一台只做常规的机器保养，针对 MLC 的常规保养内容包括叶片到位精度的测试，清洁光学系

统以及光学系统的优化，频率大概在 2 个月左右一次。而另一台额外进行了 MLC 的清洁保养方

法。具体方法是：1、彻底清洗叶片并在叶片的轨道上涂抹缝纫机油。2、用汽油彻底清洗丝杆并定

期对丝杆进行除尘涂抹润滑油。3、每周做一遍叶片的光学优化。4、当机器报 MOVEMENT 错

时，及时更换马达驱动板。方法实施半年时间。观察两台机器 MLC 故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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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半年时间里，没有做 MLC 清洗保养的机器 MLC 故障率大概在一个月五次左右，每次维修时

间在一个小时。需要更换多个叶片的丝杆和马达，有时还需要更换丝杆的 NUT。额外做了 MLC 的

清洗保养的机器，每个月 MLC 故障率最多一次，有过连续两月零故障。 

结论  在保证相同温湿度的条件下，每天两台机器治疗人次都在 120+人次以上，治疗类型以调强治

疗为主。没有单独进行 MLC 清洁保养的加速器 MLC 的故障率很高，基本上每隔一周就会有叶片卡

死的现象，有时一周有两三次发生。大多数原因都是叶片的丝杆变现卡死。需要更换叶片的丝杆和

马达，有时还要更换叶片的 NUT。每次更换的时间大约在一小时左右，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而

采用 MLC 的清洁保养的加速器 MLC 的故障率大大降低，每个月最多出现一次，有两个月都没有出

现过 MLC 的故障。故障的原因通常都是反光点老化导致亮度不够，光学系统有灰尘导致 MLC 闪红

点。丝杆和马达的产生的故障很少，只在保养时检查出个别丝杆和马达磨损，更换掉即可，因为保

养都安排在周末病人不治疗时所以不会耽误平时的治疗时间。针对 MLC 的清洁保养不仅能够有效

减少 MLC 的故障率，保证了机器日常的工作效率。同时大大减少了叶片丝杆和马达的更换，从而

降低了科室的运营成本。 

 
 
PE-058 

腹部加压致肝内肿瘤患者肝脏呼吸幅度减少程度和影响因素分析 
 

胡永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疗科 200032 

 

目的  探讨腹部加压状态下肝脏的呼吸运动幅度以及腹部加压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方法  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本研究共入组 99 例行四维 CT 扫描的肝内肿瘤患者，其中

53 例患者在腹部加压状态下完成四维 CT 扫描；46 例在自由呼吸状态下完成四维 CT 扫描。本研

究中，我们定义腹部加压后肝脏的运动幅度在头脚方向上能控制在 5mm 以内（含 5mm）即认为腹

部加压有效，如果腹部加压后肝脏的运动幅度在头脚方向上在 5mm 以上则认为腹部加压无效。对

性别、年龄、身体质量指数、肝动脉化疗栓塞史、肝脏手术史、肝内肿块位置、肿块数目以及肿块

大小等可能影响肝脏腹部加压效果的因素进行分别定义并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自由呼吸状态下，肝脏在头脚方向上的呼吸运动度均大于 5mm，平均呼吸运动幅度为

9.9mm；腹部加压状态下肝脏在左右、头脚、腹背以及三维运动矢量上的呼吸运动幅度分别为

2.9±1.2mm，5.3±2.2 mm，2.3±1.1 mm 和 6.7±2.1 mm。单变量分析显示患者的性别和身体质量

指数显著影响腹部加压的有效性，多变量分析进一步证实性别（p=0.030，OR=7.450）和身体质

量指数（p=0.006，OR=10.842）是影响腹部加压效果的独立因素。 

结论  腹部加压可以有效减少肝脏的呼吸运动幅度，性别和身体质量指数是影响腹部加压效果的独

立因素，男性肥胖患者将面临较高的腹部加压无效的风险。 

 
 
PE-059 

52 家基层医院放疗工作人员及设备状况调查 
 

陈吉祥 郞锦义 胡静 张新 黎杰 杨敬贤 吴昊 朱广迎 

北京肿瘤医院 100036 

 

目的  调查 52 家基层医院放疗科放疗人员及加速器使用情况。 

方法  调查时间为 2013 年 1 月到 2014 年 12 月，选择使用国产加速器和进口加速器各 26 家医院，

采用现场调查和测量以及单纯电子邮件调查两种方法对放疗工作人员及设备状况进行调查。 

结果 （1）52 家单位共有床位 1616 张，医生 262 人，物理师 84 人，技师 186 人，护士 304 人，

X 线定位机 43 台，CT 定位机 34 台，每天治疗人数 1750 人，平均 33.65 人。（2）医院中所选购

的设备、治疗人数以及开展的治疗技术和医院级别无明显关系。（3）30.6%的被调查单位需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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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或更换加速器，87.8 %的被调查单位需要引进放疗科医生，77.6%的被调查单位需要引进专业物

理师。（4）采购成本 P＜0.01，维护成本 P=0.04。（5）在远程诊断方面国产品牌尚是空白。 

结论  在用加速器能够满足基层医院目前的需求，且国产加速器综合使用成本低于进口加速器，售

后服务及稳定性等指标和进口加速器相当，但是国产加速器的软件和多叶光栅不配套，开展调强技

术受限制，在远程诊断方面，有较大提升空间。基层医院设备配置偏低，需要更换设备，同时也需

要引进医生和专业物理师。 

 
 
PE-060 

大剂量放疗与 HIFU 联合放疗治疗裸鼠胰腺癌的实验疗效比较 
 

胡烨 高峰 姚升宇 陈旭明 吴晴 王春刚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0160 

 

目的  利用裸鼠移植瘤模型模拟临床胰腺癌 HIFU 治疗联合放疗模式的生物学效应。  

方法  将人胰腺癌细胞系 PANC-1 接种于裸鼠（共 24 只）建立移植瘤模型随机分为四组。分别

为：空白对照组，单 HIFU 组，单纯放疗组（10 Gy×3 次），HIFU＋放疗组观察肿瘤体积变化

（V=肿瘤开始治疗平均体积－肿瘤治疗结束平均体积），抑瘤率以及放疗急性损伤情况，再取肿

瘤标本用免疫组化的方法以检测 Ki67，Caspase 3，STAT 3 的表达情况。  

结果  对照组肿瘤体积明显增大，HIFU 组、放疗组、放疗联合 HIFU 组肿瘤抑制率分别为

36.32%、84.49%、70.49%，各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放疗组与对照组无一例

急性反应，单 HIFU 组， HIFU＋放疗组都有两例休克反应及四例皮肤烫伤反应。Ki67 与 STAT3

在各组均为高表达，Caspase3 在各组均低表达。  

结论  裸鼠实验模拟临床 HIFU 序贯放疗治疗局部进展期胰腺癌未能显示协同效应，不良反应高于

放疗，为探索更合理的治疗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PE-061 

Preliminary results of metastatic 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 treated with a novel hypo-IMRT radiation 

modality 
 

lai xin,Jin yi Lang,Jun Zhnag,Wei Zhang,Jiang Wang 

Sichuan Cancer Hospital&institute.Sichuan Cancer Cencer，School of Medicine，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Chengdu，China. 610041 

 

Objective  To preliminary analyze the treatment response and radiation induced lung injury (RILI) 
of metastatic non-small cell lung carcinoma (NSCLC) patients treated with a novel hypo-IMRT 
radiation modality. 
Method and Material  Between Jan 01, 2006 and Dec 31, 2013, metastatic NSCLC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our prospective study. The diameter of the tumor was larger than 3cm. All 
the patients received adaptive radiotherapy (ART) hypo-IMRT radiation modality. For some 
special patients, dose painting (DP) was used. GTV was outlined based on the visible tumor 
lesions of 4D-CT, and the expansion of 3mm was outlined as PTV. For dose painting patients, 
GTV1 was the central region of the visible tumor lesion. GTV2, GTV3 and GTV4 were 
the lesions near the esophagus, heart and lung respectively. The radiation dose ranged from 
2.5Gy-20Gy/f. The total biological effective dose (BED) (α/β=10) was greater than 70Gy. All the 
patients received radiation once a day. According to RTOG0617 recommendation, the constraints 
for lung were V20≤37%,V5≤65%. Platinum based chemotherapy regimens were given for 2-6 
cycles. Acute radiation induced pneumonitis (ARP) and radiation induced pulmonary fib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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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F) were evaluated within and after 6 months respectively. SPS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reatment response and incidence of RILI. 
Result  39 metastatic lung cancer patients (51 lesion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35 patients 
used ART,the median physical dose was D90 54.3Gy (45-96.35 Gy), the fraction number was 8.5 
(3-26). Median BED for GTV (α/β=10) was 100.8Gy (84-160Gy). 4 patients used the 
does painting, the D90 of physical dose was 92Gy (69-119Gy), 62Gy (57.5-69Gy) for GTV1 and 
GTV2-4 respectively. The D90 of BED (α/β=10) was 120Gy (89.7-180Gy) and 82Gy (72-90Gy) 
for GTV1, GTV2-4. The median followed-up time was 16 months. CR and PR was 65.0%. 
Survival analysis showed that 6months, 1yrs, 2 yrs OS and LC were 97.5%, 85.6%, 47.8% and 
96.7%, 96.7%, 80.6%, respectively. LC for metastatic lesions was 98.1%, 82.3%, 
69.5%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lesions progression-free time was 40.9 months.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COPD (p=0.030), ART+DP (p=0.008) expressed the benefit on LC.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e factors aboved expressed no benefit on LC.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no factors expressed benefit on OS. The incidence of APR was 
71.8% and 28.2% for ≤G2 and ≥G2. The incidence of RPF was 39.4% and 10.6% for ≤G2 and 
≥G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radiation dose and radiation induced 
lung injury for metastatic lung cancer patients.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response and radiation induced lung injury of metastatic NSCLC 
patients treated with a novel hypo-IMRT radiation modality were acceptable in clinic. Dose 
painting might improve the local control of patients with MLC.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radiation dose and induced lung injury. 
 
 
PE-062 

基于形变配准剂量累加法的自适应放疗剂量学研究 
 

王琳婧 张书旭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10095 

 

目的  采用混合形变图像配准方法实现胸腹部和盆腔肿瘤自适应放疗中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累

加，并与三维适形和调强放疗计划的剂量分布进行剂量学比较。 

方法 选取 10 例肺癌和 6 例宫颈癌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在分次治疗 20 次后，重新采集 CT 图

像，与计划 CT 图像进行形变配准，得到修改后的累加剂量，并与 3D-CRT 和 IMRT 计划进行靶区

及双肺、脊髓、膀胱、直肠等器官的剂量体积直方图比较。  

结果 累加剂量后的 CI 和 HI 值明显优于 3D-CRT 和 IMRT（P<0.05）。累加剂量的靶区 D95、D98

及双肺 V20、V30、Dmean，心脏 V30、V40，脊髓 Dmax，膀胱 V30、V40、V50、Dmean，直肠的 V40、

V45、V50、Dmean均<3D-CRT 和 IMRT 计划（P<0.05）。小肠 V40、Dmean和股骨头 V40、Dmean有

所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放疗 20 次后重新修改放疗计划对胸腹部肿瘤和盆腔肿瘤在提高靶区受照剂量的同时能减少危

及器官的实际照射量，降低放疗副作用的发生。 

   
   
PE-063 

IMRT 技术在 Graves 眼病治疗中的应用及剂量学研究 
 

钟良志 李光辉 周一兵 李冬春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00037 

 

目的  探讨 IMRT 技术治疗 Graves 眼病的可行性及其剂量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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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入组的 12 例(计 20 只眼)甲状腺相关眼病患者行球后 IMRT,对比同一靶区在常规放疗对治

疗前后的眼球突出度、眼外肌横径值、球后浸润程度进行对比分析，并与普通电子线照射的剂量学

进行对比。 

结果  12 例(计 20 只眼)甲状腺相关眼病患者球后 IMRT 放射治疗结束后的眼球突出度、眼外肌横径

值、球后浸润程度均比治疗前明显改善(P<0.01),眼病的刺激症状明显好转,治疗总有效率 85.8%,随

访 6～36 个月无明显并发症及后遗症发生，物理计划显示，调强治疗计划比普通电子线照射的剂量

学具有明显优势。 

结论  利用 IMRT 技术治疗甲状腺相关眼病是一种副作用少、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但 IMRT 费

用高，对于有条件且症状较重的患者可选择性使用。 

 
 
PE-064 

一种用于验证变形配准算法几何精度和剂量叠加精度的 

高仿真腹部体模 
 

廖煜良 陈海斌 周凌宏 甄鑫 

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医疗仪器研究所 510515 

 

目的  设计和构造一个 3 维高仿真腹部变形体模用于验证变形配准算法在自适应放射治疗中的几何

精度和剂量叠加精度。 

方法  由经验丰富的医生在一套卵巢癌病人 CT 图像上勾画出肝脏、肾脏、脾脏、胃、椎骨和两个

转移肿瘤的轮廓线，利用 marching cubes 算法将轮廓 1:1 导出成表面网格，再将其制作成符合要

求的工程制图，并采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器官的阴模（ABS 光敏树脂，2mm 壁厚）。根据实验

得到的 PVC 树脂粉（S-65）-增塑剂（对苯二甲酸二辛酯）混合比例和 CT 值之间的关系按一定比

例混合 PVC-增塑剂，加热聚合为 PVC 聚合溶液，注塑到三维模具中，常温冷却成型得到跟人体器

官外轮廓高度相似的模拟器官。刚性结构的椎骨采用白水泥和纸浆的混合物制成。将模拟器官和椎

骨按照解剖位置关系逐层填充低 CT 值的 PVC 组装成完整的体模，低 CT 值的 PVC 模拟肌肉和脂

肪。在构造模拟器官和组装体模时，将 195 个 1mm3 立方橡胶点嵌入到器官内部、表面和器官之

间，立方橡胶点作为几何和剂量叠加基准标记点，用于验证变形配准算法的几何精度和剂量叠加精

度。将 4 个血压袖带相连围在体模表面，通过对袖带里的气囊充气产生压力，实现对体模可控的变

形。CT 扫描变形前后的体模得到两副图像，并根据两幅图像做放疗计划,使用变形配准算法对两副

图像进行配准得到变形场，利用变形场对基准标记点做几何位置和剂量的定量分析，进而评价变形

配准算法的几何精度和剂量叠加精度。 

结果  得出 PVC 树脂粉-增塑剂混合比例和 CT 值之间的关系以及 PVC 树脂粉-增塑剂混合比例与弹

性之间的关系。得到的模拟器官具有真实人体器官接近的外轮廓，满意的弹性和相似的 CT 值。 

结论  该变形腹部体模具有真实人体器官相似的解剖学结构，CT 值和 3D 空间位置关系等特点。该

体模可以循环利用和用于验证变形配准算法的几何精度和剂量叠加精度。 

 
 
PE-065 

射波刀肺追踪治疗肺部肿瘤 42 例体会 
 

齐文杰 康静波 张新红 闫晓梅 徐云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100037 

 

目的 通过对射波刀呼吸追踪治疗肺部肿瘤的应用、体会，总结射波刀对肺部肿瘤治疗的优势，为

进一步的应用、推广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选择 2013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 42 例进行射波刀呼吸追踪治疗的肺部肿瘤患

者，观察评估本组患者 3 个月和 6 个月的有效率和毒副反应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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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42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治疗。3 个月有效率为 94%，6 个月有效率为 95%。发生急性放射性肺

炎 2 例约占本组病例的 5%、急性放射性食管炎 1 例约占本组病例的 2%，本组病例没有发生骨髓

抑制的患者，短期的白细胞下降在治疗结束后两周左右基本恢复。 

结论 射波刀呼吸追踪治疗肺部肿瘤提高了射波刀的适应症范围，解决了因种种原因不能进行金标

追踪的患者的需求，较其他放疗手段降低了放射毒副反应的发生率和正常组织的辐射损伤，改善了

患者的生存质量。在受呼吸运动影响明显的肺部肿瘤治疗方面有明显的精确定位治疗优势。 

 
 
PE-066 

颈部淋巴结转移癌采用射频加热联合放疗的临床研究 
 

虞维博 王孝深 周莉钧 许青 张萍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观察射频加热联合放疗治疗颈部淋巴结转移癌的临床疗效，以期为此类患者的诊疗提供参

考。 

方法 分析 2015 年至 2016 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颈部淋巴结转移癌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治疗方案

不同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射频热疗+放疗）及对照组（放疗）。对比两组短期治疗有效率、肿瘤标

志物改变及治疗后复发情况。 

结果 共纳入观察组 41 例，对照组 40 例。观察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

（Χ2=4.313,P=0.038）。治疗后，两组患者外周血 CEA、CYFRA21-1 及 SCC-Ag 水平均显著降

低（P＜0.05），但观察组患者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6 个月颈部淋巴结转

移癌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4.88%,2/41 vs 19.44%,7/36;Log-rankΧ2=3.995,P=0.046）。 

结论 在颈部淋巴结转移癌的放射治疗中，联合使用射频加热治疗可显著提高疗效，值得临床推

广。 

 
 
PE-067 

CBCT 引导放疗不同配准方式对肺癌的摆位校正影响 
 

张臻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探讨肺癌 IGRT 治疗中三种图像配准方法对摆位误差的影响。 

方法 Varian IX-SN5561 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治疗肺癌患者 37 例，于每次治疗前行 CBCT 扫描，

并将重建获得的 CBCT 图像与计划 CT 图像进行匹配，分析 X 轴(左右) 、Y 轴(头脚) 和 Z 轴(前后)

方向的平移、旋转误差，比较骨性匹配、灰度值匹配以及手动匹配间的差异。 

结果  在所选取的 37 例肺癌患者每次治疗前均采集一次 CBCT 图像，共获得 226 套 CBCT 图像。

骨性匹配、灰度值匹配以及手动匹配在 X 轴、Y 轴和 Z 轴的平移误差分别为(0.04±0.29 ) cm，

( 0.10±0.37 ) cm，( 0.03±0.23)cm; ( 0.05±0.28 ) cm，( 0.11±0.46 ) cm，( 0.03±0.30) cm; 

( 0.04±0.28 ) cm，( 0.13±0.45 ) cm，( 0.03±0.17)。 

结论  患者在进行 IGRT 治疗时，需根据肺癌实际情况选择配准方式，建议通过骨性或灰度值匹配

后结合手动微调，确保得到精确的配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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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068 

23EX 医用加速器少见故障一例 
 

刘德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050082 

 

 故障： 加速器在治疗病人过程中出现 HWFA 故障联锁 

经摆位人员介绍，此故障与机架转动有关。查看 EVENT LOG，计算机提示：―HWFA：

PRO/SPRO/Ref Channel Err 0D-C-11。和 Controller Interlock:PRO/SPRO/Ref Channel Err 

Collimator -11V reference‖。由此得知问题出在 Collimator rotation 位置电位器的-11V。Collimator 

rotation、照射野 X 和 Y 的读数电位器偏置电压+11V 和-11V 来自于 motor interface 板。为了观察

Collimator 角度和照射野 X、Y 的读数是否准确，将 collimator rotation 设置为 0 度，将 X、Y 照射

野设置为 20x20 的方野。转动机架，使故障再现，当 HWFA 故障再次出现时，collimatorrotation 

角度显示为 22 度，照射野 X 为 8.8，Y 为 0.8，显然与设置值完全不符。测量 gantry signal patch 

panel J1 的 1 脚电压为+0.74V（正常值接近+11V），J1 的 2 脚电压为-0.9V（正常值接近-

11V）。由于故障的出现与机架转动角度密切相关，考虑电缆 W13（不同机型，电缆标号不同，以

机器所带图纸为准）缆芯有对地短路现象。查电缆 W13 完好无损。再查 W14a（不同机型，电缆

标号不同，以机器所带图纸为准），发现电缆外皮、屏蔽层及缆芯 32 和 33 均已磨破，当 gantry

转动到一定角度，缆芯和屏蔽层短路，使电压接近 0V。更换电缆 W14a，故障排除。经仔细观察

发现，造成电缆磨损的原因，是由于 gantry 和 stand 相对转动结合部，防电缆磨损塑料托盘年久老

化、多处断裂，在 gantry 转动过程与电缆刮蹭，使多条电缆不同程度的磨损。更换新塑料托盘，

以免继续刮蹭电缆。 

 
 
PE-069 

3D 打印模板联合 CT 引导下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椎旁/腹膜后恶

性肿瘤的剂量学验证结果 
 

吉喆 姜玉良 郭福新 孙海涛 范京红 王俊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对比 3D 打印模板辅助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椎旁/腹膜后恶性肿瘤的术前、术后计划的剂量学

结果，分析该技术对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精确性的影响，为优化、规范化植入技术提供数据支持。 

方法  纳入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07 月于我院接受 3D 打印模板辅助 CT 引导放射性 I-125 粒子植

入的椎旁/腹膜后肿瘤患者共 10 例（12 个病灶），病种包括宫颈癌、肾癌、腹部间质瘤、肾平滑肌

肉瘤、食管癌、输尿管癌。处方剂量给予 110-150Gy。所有患者行术前计划设计、个体化模板设

计及制作、穿刺及植入粒子，术后验证的剂量学结果与术前计划相对比，剂量学参数包括靶区

D90、mPD、V100、V150、CI、EI 以及正常组织（脊髓、腹主动脉、肾）D2cc。统计软件采用

SPSS19.0，统计学方法采用配对 t 检验（p 值小于 0.05 视为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设计并制作 3D 打印个体化模板 10 块（12 个治疗区）。入组患者的 GTV 平均体积（术前）

为 40.6 cc（4.6-137.1cc），平均穿刺 15 针（8-32 针），平均植入粒子 56 颗（13-135 颗）。5

例患者术后实际粒子数较术前计划增加 3-12 颗。模板引导下，穿刺针分布良好。术后验证 D90、

mPD、V100、V150 的均值分别为 131.1Gy、69.3Gy、90.2%、65.2%，术前则分别为 140.2Gy、

65.6Gy、92.5%、91.7%、26.8%，表明术后实际靶区接受处方剂量较术前预计划略低、靶区内部

分高剂量范围较术前要大，但除 V150 外（p=0.000），两组各参数之间 p 值并无统计学差异。术

后 CI 均值较术前小（分别为 0.58、0.62），表明术后实际靶区剂量适形度较术前差，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07）。术后 EI 均值较术前大（分别为 55%、45.9%），表明术后实际靶区外接受处

方剂量的体积略大，但 p 值未达统计学差异。正常组织剂量方面，术后脊髓、主动脉和肾的平均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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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别为 24.7Gy，54.4 Gy，29.7 Gy，均较术前略有增加（分别为 20.6Gy，51.6 Gy，28.6 

Gy），但统计学上两组并无显著差异。 

结论  3D 打印模板辅助 CT 引导放射性粒子植入技术，定位、定向准确，术后验证实际剂量分布的

多数指标与术前预计划的设计并无显著统计学差异，考虑术后与术前计划一致性良好，提示应用

3D 打印模板有良好的治疗准确性。 

 
 
PE-070 

腹板热塑模加真空垫和个体化定位泡沫垫在前列腺肿瘤质子重离

子放疗中的误差分析 
 

宋华国 李永强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201321 

 

目的  总结分析腹板热塑模加真空垫与个体化定位泡沫垫两种不同固定装置在质子碳离子放疗中的

误差数据，分析二者对前列腺质子碳离子放疗的适用性.  

方法  两种定位方式分别选择十九例患者，每次治疗前通过西门子治疗设备自带的千伏级 X 线成像

系统采集正侧位两组正交野图像，与计划的数字重建图像 （DRR）进行手动配准，获得侧向、头

脚、前后、等中心旋转(治疗床面沿等中心水平旋转)、横滚(以治疗床面长轴为中心的旋转、俯仰

(以治疗床面短轴为中心的旋转)六个方向误差均值数据，对误差数据配对 t 检验。使用腹板热塑模

加真空垫固定的患者误差数据命名为真空垫组，使用个体化定位泡沫垫固定的患者误差数据命名为

泡沫垫组。  

结果  真空垫组得到数据 452 组，泡沫垫组得到数据 864 组。真空垫组在侧向、头脚、前后、等中

心旋转、俯仰、横滚六个方向的误差均值分别为（0.63±0.48）cm、（0.4±0.3）cm、

（0.69±0.61）cm、（0.65±0.47）°、（1.05±0.95）°、（0.68±0.57）°，泡沫垫组相应方向误差

均值为（0.34±0.25）cm、（0.31±0.24）cm、（0.79±0.63）cm、（0.34±0.26）°、

（1.13±0.88）°、（0.44±0.37）°，真空垫组和泡沫垫组六个方向的误差 P 值分别为： p<0.001; 

p<0.001; p=0.001; p<0.001; p=0.005; p<0.001。  

结论  泡沫垫组在前后及俯仰方向误差均值较大，考虑可配套使用热塑模固定，如使用个性化的自

制脚部固定器将会更好的控制因足部及踝关节的旋转造成的股骨头移位，进而减小 PTV 的剂量偏

差；真空垫组在侧向、等中心旋转及横滚方向误差均值及方差较大，考虑可使用更长的真空垫将骨

盆连同膝关节、踝关节及足部整体性个性化订制.  

   
 
PE-071 

鼻腔-鼻窦癌术后两种放疗计划的剂量学研究 
 

陈祥 曲雅勤 姜新 董丽华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分析和评价鼻腔-鼻窦癌术后患者应用双弧 RapidArc 和 9f-IMRT 两种放疗计划的优劣，为临

床鼻腔-鼻窦癌术后患者选择最佳放疗技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0 月至 2015 年 7 月在我院放疗科接受放疗的鼻腔-鼻窦癌术后患者 57 例，肿

瘤局限于一侧鼻腔或副鼻窦内，经手术切除，病理证实为鼻腔-鼻窦鳞状细胞癌，因具有高危因素

而行术后预防放疗，并从中选择 8 例进行剂量学研究。对每例患者分别设计双弧 RapidArc 和 9f-

IMRT 两种计划，靶区范围：肿瘤位于鼻中隔，局限于一侧鼻腔，但未侵及鼻腔外侧壁，放射野包

括双侧鼻腔、筛窦和同侧上颌窦内侧壁；肿瘤穿透鼻中隔，放射野应包括双侧上颌窦内侧壁；肿瘤

位于一侧鼻腔，侵及鼻腔外侧壁或上颌窦，筛窦，或上颌窦肿瘤侵及上述部位，放射野包括双侧鼻

腔、筛窦和同侧上颌窦；处方剂量均为 50Gy/25f。通过计划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体积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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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H），比较两种放疗技术的计划靶区适形度指数（CI）、均匀性指数（HI）和平均剂量

（Dmean）；危及器官包括（视神经、晶体、眼球、视交叉和脑干）最大剂量（Dmax）和平均剂

量（Dmean）。 

结果（1）放疗靶区剂量分布：双弧 RapidArc 计划的 Dmean 明显低于 9f-IMRT 计划，该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双弧 RapidArc 和 9f-IMRT 二者的 CI 分别为 0.84±0.04 和 0.79±0.03（P<0.05），HI 分

别为 1.05±0.01 和 1.08±0.01（P<0.05）。（2）危及器官的保护：眼球的 Dmax、脑干和视交叉

的 Dmean 双弧 RapidArc 明显低于 9f-IMR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晶体的 Dmean 和视神经、视交

叉、脑干及晶体的 Dmax 双弧 RapidArc 均略低于 9f-IMRT，但未能具有统计学意义；视神经的

Dmean 双弧 RapidArc 略高于 9f-IMRT，无统计学意义。（3）双弧 RapidArc 和 9f-IMRT 相比，治

疗时间和机器跳数都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双弧 RapidArc 和 9f-IMRT 两种计划均能满足临床剂量学需求，双弧 RapidArc 具有良好的靶

区适形度和均匀性；在危及器官保护方面双弧 RapidArc 优于 9f-IMRT；在治疗时间及机器跳数方

面双弧 RapidArc 具有明显优势。 

 
 
PE-072 

放射性皮肤损伤的转归分析 
 

尹信
1
 梁军

2
 

1.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2.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目的  了解Ⅱ-Ⅳ级放射性皮肤损伤的转归及影响转归的处理方法。 

方法  γ-刀治疗，肿瘤边缘剂量 50%剂量曲线 3.5~4.5Gy/次，共照射 8~10 次。x-刀 6MV-X 射线实

施治疗，3.0~4.0Gy/次，共照射 12~15 次。调强适形放疗 6MV-X 射线，2.0Gy/次，5 次/周，肿瘤

剂量 50~65Gy。 

结果  Ⅱ级皮肤损伤均能在放疗结束后 1 个月内愈合。Ⅲ级损伤病例，经局部敷药，预防感染等处

理，于 3 个月内愈合。Ⅳ级损伤 3 例，溃疡面增大，皮肤出现溃烂，脓性渗出； 2 例 6 个月内结痂

愈合，1 例经过积极抗感染治疗，炎症消退，溃疡面稳定，彻底清创，然后用血液循环丰富的皮瓣

移植进行修复，皮瓣移植Ⅰ期愈合，整个过程历时 18 个月。 

结论 放射性皮肤损伤是一种比较顽固的皮肤损伤，病程长，愈合慢。应尽量避免Ⅲ-Ⅳ级放射损

伤，对于表浅肿瘤 γ-刀治疗可能会加重皮肤损伤，Ⅳ级皮肤损伤造成的经久不愈的放射性溃疡，手

术皮瓣移植是有效治疗手段。 

 
 
PE-073 

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放疗计划中人为错误的检查 
 

娄朝阳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放疗计划的制定一直是放射治疗中的重要环节，放疗计划制定中的失误，将直接影响到放疗的效

果，甚至导致无法治疗以及医疗事故等严重后果。放疗物理师是放疗计划的制定者。放疗物理师在

工作中由于劳累过度，粗心大意，以及其他多种原因，会出现各种的失误，导致放疗计划错误，给

治疗过程带来不便或者病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痛苦。 

目的  运用计算机技术检查放疗计划中由于物理师人为因素导致的错误，减少因错误引起的放疗流

程中的无法摆位，无法治疗以及治疗错误等问题，提高放疗的效率和质量。并通过对错误的类别进

行统计，以便于在以后的工作中对放疗物理师的工作进行规范调整，减少类似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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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利用计算机语言（Python，Matlab）进行编程，扫描计算机网络中的放疗计划文件（DICOM

文件），对 DICOM 文件进行解析，读取放疗计划包含的数据，并对数据的准确性、有效性、完整

性进行判断，达到检查计划错误的目的。 

结果  能够在计算机网络中查找并解析最近三天的放疗计划，形成数据库文件，然后对各放疗计划

中的 ISO 中心点、加速器选择一致性、处方数、射束类型、MU 数等信息进行校验。如有错误，则

给出相应的文字提示，并发出警告提示音，提醒物理师对有错误的计划进行相应修改。 

结论  通过检查放疗计划中的错误，确保放疗的顺利、准确进行，并且提高放疗工作的效率。通过

对错误种类的统计，提出科学的、规范的操作方式，保证放疗计划制定的准确有效。 

 
 
PE-074 

The study of reversion about hormone independent and 

radioresistance in castration 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cells after treated with 2-'hydroxylflavanone ，a kind 

of AKR1C3’s inhibitor 
 

Wang wen
1
,Li Xiaoying

2
,Sun Shaoqian

2
,Yu Hao

2
,Cui Ming

2
,Gao Xianshu

2
 

1.Department of Medical Oncology ，Ningxia people's Hospital，Yinchuan 750021，China. 

2.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Beijing 100034，China. 

 

Objective  2'-Hydroxyflavanone (2‘-HF), a nontoxic natural flavonoid, has been shown to exhibit 
pleiotropic anticancer effects in many cancer types.It also has a strong inhibitory effect of 
AKR1C3 enzyme.We treated CRPC cells with 2‘-HF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preliminary 
mechanism of 2‘-HF‘s impact on the hormone sensitivity and radiosensitivity of CRPC cells. 
Methods  Alamar blue assay and DHT assay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CRPC cells‘ hormone 
sensitivity .Clonogenic assay,TBHP oxidative damage experiment and Hoechst staining etc.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effect of 2‘-HF on CRPC cells.AR,AKT,p-AKT and AKR1C3 in CRPC 
cells were explored by using western blot .Data were analyzed by t-test and factorial design 
variance analysis,to test the significance level. 
Results  Alamar blue and DHT assays showed that after treated CRPC cells with 2‘-HF, cells are 
sensitive to DHT (P<0.05).Clonogenic assay showed after irradiation the colony formation ability 
about VCaP cells in 2‘-HF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01). TBHP 
oxidative damage experiment showed anti-oxidative effect of VCaP cells in 2‘-HF group was 
weak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Hoechst staining indicated that 2‘-HF could 
increase the apoptosis rate of VCaP cells which were induced by radiation(P<0.01).2‘-HF can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p-AKT and AKR1C3 protein in VCaP cells（P<0.05）. 

Conclusion 2‘-HF can increase the sensitivity of prostate cancer cells to hormone and radiation 
which may 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AR ,AKR1C3 protein or blocking the AKT 
pathway.Whether there is a regula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AKR1C3 and AKT signaling pathway 
is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PE-075 

ArcCHECK 用于 VMAT 计划剂量验证研究 
 

鄢佳文 高靖琰 

云南省肿瘤医院 650106 

 

目的  研究 ArcCHECK 验证系统用于 VMAT 计划剂量验证的通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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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随机选取临床头部肿瘤、乳腺癌、宫颈癌的 VMAT 治疗病人各 30 例，将通过临床剂量要求

的计划传至 MOSAIQ 网络系统进行网络排程，同时将各计划剂量移植到 ArcCHECK 模体中进行重

新计算得到模体中剂量分布。分析在在阈值水平（TH）为 10%时，Gamma 方法 2%/3mm，

3%/3mm，3%/5mm 情况下的计划验证通过率。 

结果 在阈值水平（TH）为 10%时，Gamma 分析方法 2%/3mm，3%/3mm， 3%/5mm，不同病种

下的 VMAT 计划的剂量通过率平均值都在 92.37%以上，在 3%剂量偏差、3 mm 位移偏差下，平

均通过率在 95.56%以上。 

结论  ArcCHECK 三维验证系统能满足临床 VMAT 计划剂量验证要求，而且在验证中无需将机架角

度等归零，计划验证的准确性更好。 

 
 
PE-076 

S 型头颈肩固定膜放射治疗期间收缩规律研究 
 

蓝林臻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疗科 350005 

 

目的 探索 S 型头颈肩固定膜在放射治疗期间的收缩规律。 

材料与方法 本单位需用 S 型头颈肩固定膜固定进行放射治疗的病例，连续入组 9 例。用 S 型头颈

肩固定膜将患者以适当体位固定妥当后冷却放置 15 分钟，分别测量机架 0 度（全高）、90 度、

270 度位置固定膜表面标记铅点至模拟定位机床面垂直高度，以及 90 度铅点至 270 度铅点间经 0

度铅点周长（铅点间周长）。此后每周以同样方式测量 1 次，连续 6 周。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进行

统计分析。 

结果 主体内效应、主体内对比在 0 度铅点高度、90 度铅点高度、270 度铅点高度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2），而铅点间周长、90 度-270 度铅点高度（组间）则均未见统计学意义。主体间效应，

0 度铅点高度、90 度铅点高度、270 度铅点高度、铅点间周长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0），而 90

度-270 度铅点高度（组间）未见统计学意义。 

结论 0 度、90 度、270 度位置固定膜表面标记铅点处固定膜放射治疗期间随时间推移逐渐退缩，

不同患者间变化亦不同；90 度、270 度位置固定膜表面标记铅点处固定膜放射治疗期间不同患者

间变化不同，但同一患者变化无差别。 

 
 
PE-077 

皮肤加体膜双坐标标记法有助于提高摆位精度 
 

张龙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疗科 710061 

 

目的：验证单纯体膜固定坐标标记与皮肤加体膜固定双坐标标记对同一放疗患者摆位重复性的误差

和频数，结合本科室经验，寻找分析原因并积极改进和校正。方法：应用 CBCT 对 1 例肺癌患者

总计进行了 20 次扫描。 

CBCT SCAN 对 1 例肺癌患者 20 次摆位验证结果（3D）：Z 轴重复性摆位等中心位置误差大于

5mm 的频数为 40﹪；X、Y 轴重复性摆位等中心位置误差小于 5mm 频数为 100﹪。 

CBCT SCAN 对 1 例肺癌患者 20 次摆位验证结果（角度）：X、 Y、 Z 轴角度自由度误差大于 3 °

的频数分别为 35﹪ ，5﹪ ，55﹪。 

结果：摆位重复性尚不能满意。等中心位置总误差在 Z 轴超过 5mm 频数达 40﹪ ，而 Y 、Z 轴角

度总误差亦过大，存在系统误差，有必要修正。 

可能原因分析：①   体位的系统性误差。 

②   CT 定位床、治疗床刚性平坦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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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适配器或固定设备磨损和老化。 

④   治疗计划系统使用不当（靶区勾画不规范）。 

⑤   设备精度校准。 

⑥   责任心原因。改进： 

科室建立的精确治疗质保、质控体系使剂量总误差的最大值不超过 5%，位置总误差在头颈部不超

过 3mm，在胸、腹部不超过 5mm；避免放疗过程中出现医疗差错。 

工作流程围绕 IMRT 设备的临床质控验收，体位固定标记，靶区与周围器官确定技术的评估，治疗

计划过程的质量控制，治疗实施过程的质量保证几方面进行纠正。 

具体做法： 

1、建立体架板坐标系。2、建立人体皮肤与体架板坐标系。3、建立体膜与人体皮肤定位坐标系。

4、建立体膜复位坐标系。5、CBCT 或 IGRT 验证摆位。6、治疗计划验证。7、完善审核制度。

8、治疗计划的实施。 

结论：通过对比找出影响精确治疗误差因素并分析原因，在实践中以具体可操作的方法进行改进和

校正，纠正矢状面、冠状面体位误差，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确放疗，让更多的肿瘤患者受益。 

 
 
PE-078 

自优化非均匀 VMAT 算法对 PET/CT 引导下鼻咽癌乏氧区同步剂量

追量研究与评估 
 

邱健健
1
 陈波

1,2
 卓维海

1,2
 郑向鹏

1
 

1.复旦大学华东医院 

2.复旦大学放射医学研究所 

 

目的  本研究使用自研发非均匀 VMAT 优化算法对 PET/CT 引导下鼻咽癌乏氧区同步追量放射治疗

计划进行剂量学评估及研究，并探讨其可行性。  

方法  自研发非均匀 VMAT 算法结合快速单调下降算法（FMD）和模拟退火算法，具体方法为以

IMRT 及常规 VMAT 控制点（CP）为基准，通过非均匀合并相邻子野的方式形成改良的非均匀

VMAT 优化方案。本研究将该算法应用于鼻咽癌乏氧区同步追量计划研究上，18F- FMISO 

PET/CT 帮助确定鼻咽癌 GTV 区域内的乏氧靶区 HTV，并给予 HTV 处相较于 GTV120%的增量剂

量，同步完成。18 个鼻咽癌病人分别就 IMRT 治疗计划，常规 VMAT 治疗计划，及非均匀 VMAT

治疗计划进行剂量学评估，对正常组织包括脑干/脊髓/两侧腮腺/视神经组织等进行评估，并分析其

治疗效率，探讨自研发非均匀 VMAT 自优化算法在放射治疗中的可行性。  

结果  自优化非均匀 VMAT 算法可以完成 PET/CT 引导下鼻咽癌乏氧区同步剂量追量计划，乏氧区

HTV 可获得平均 84.1±1.2Gy 的剂量（常规 GTV 按 70Gy 处方剂量计算） 同时各相关 OAR 所受剂

量在临床可接受范围内，与常规 IMRT 及常规 VMAT 方案比较，所有剂量学参数不呈现统计学差

异。而就计划执行效率而言非均匀 VMAT 计划平均完成时间为 3.7 分钟，与完成常规 VMAT 方案

的平均 3.5 分钟可比，但比 IMRT 方案的明显高效且具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自优化非均匀 VMAT 算法可以完成 PET/CT 引导下鼻咽癌乏氧区同步剂量追量计划，且具高

效的可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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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079 

容积旋转调强(VMAT)与固定野静态调强(SIMRT)在左乳癌根治术

后放疗中的剂量学研究 
 

赵彪 潘香 杨毅 

云南省肿瘤医院 650118 

 

目的 比较容积旋转调强（VMAT）和 6 野固定野静态调强（SIMRT）在左乳癌根治术后放射治疗

中的剂量学差异，为临床选择治疗技术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左乳腺癌根治术后的患者 16 例，患者胸壁均添加 0.5cm 的蜡块作为补偿，采用

pinnacle3 9.10 计划系统分别设计单弧 VMAT 计划和 6 野 SIMRT 计划，处方剂量为 50Gy/25F。

比较分析两种计划的靶区均匀性指数（HI）和适形度指数（CI）、正常组织的受照剂量、机器跳数

（MU）及治疗时间。 

结果  VMAT 和 SIMRT 计划的靶区 Dmax、Dmin、Dmean 以及剂量均匀性和适形度指数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左侧肺的 Dmean、V20、V40 以及右肺的 Dmean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VMAT 计划的左侧肺 V5、V10 明显高于 IMRT 计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心脏的

V40、V30、Dmean 两种方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脊髓 Dmax、右侧乳腺 Dmean 两种

方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VMAT 计划的机器跳数较 SIMRT 计划减少了 45%，治疗时

间缩短了 50%。  

结论 在左乳癌根治术后放射治疗中，靶区方面：两种技术均能满足临床剂量要求。VMAT 技术在

靶区的适形度(CI)方面优于 SIMRT 技术，但是 SIMRT 技术在靶区的 Dmax、Dmin、Dmean 以及

剂量均匀性(HI)方面优于 VMAT 技术。 危及器官方面：SIMRT 技术对于肺组织和心脏的保护要优

于 VMAT。VMAT 技术机器跳数和治疗时间明显少于 SIMRT,缩短了治疗时间，大幅提高了治疗效

率。 

 
 
PE-080 

对比放射治疗师和医师应用 CBCT 扫描肺癌靶区验证误差的 

因素分析 
 

孙迪 

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 150040 

 

   现在很多放疗中心已经常规在肺癌的放射治疗中应用 CBCT 匹配。然而，放射治疗师通过培训习

惯于轮廓匹配而很少用软组织匹配。本研究的目的是对比放疗治疗师是否能等同于放疗医师和放射

科医师在处理靶区 GTV 的轮廓并描述和定义 GTV 在治疗中的意义，这对自适应放疗很有价值。在

这个实验中，3 名放射治疗师，1 名放疗医师，1 名影像医师在 15 名病人治疗计划中的 CBCT 扫描

结果上手动匹配使其得到匹配误差值 3 维方向的数值。放射治疗师和放疗医师、影像医师的影像做

对比。三维方向的比较结果平均值放疗师与医师的差值 0.4cm，0.51cm，放疗师与影像医师的差

别为 0.42cm。放射治疗师 95%的结果均在 0.5cm 范围内，表明治疗师是可以作为匹配者的。但就

GTV 轮廓的比较上看，治疗师的匹配不如放疗医师和影像医师。清晰明确的匹配 GTV 和应用软组

织匹配仍不如放疗医师和影像医师。然而治疗师对肿瘤轮廓的定义不能等同于放疗医师和影像医

师。因此，治疗师相应学习软组织匹配变得尤为重要。未来，放射治疗师的靶区匹配在自适应放疗

时代中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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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081 

医学图像融合技术在肿瘤放射治疗中的应用 
 

倪敏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以 CT-MRI 图像融合技术为例，探讨医学图像融合技术在肿瘤放射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该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收治的前列腺癌症 50 例，行 CT、MR 扫描，通过图像

融合技术，比较 CT 图像与融合图像确定的靶区体积与照射剂量。 

结果  CT 图像勾画的肿瘤体积为 72.45 cm3， 采用 CT-MRI 融合图像勾画的肿瘤体积为 51.12 

cm3， CT-MRI 融合图像确定的肿瘤靶细胞范围更加精准。对膀胱及直肠的照射剂量进行计算 ， 

融合图像最小照射剂量与最大照射剂量均小于 CT 图像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0.05）。 

结论  CT-MRI 图像融合技术在放疗靶细胞勾画上区域准确 ，相比于一种 CT 图像勾画可减少放疗

剂量使用。 

 
 
PE-082 

不同体质量指数在食管癌放疗中摆位误差的比较 
 

于松茂  陈吉祥 杨敬贤 

北京肿瘤医院 100142 

 

目的  探讨与比较不同体质量指数在食管癌放疗中的摆位误差。 

方法  以 2012 年 6 月至 2016 年 2 月选择我院行调强放疗的 88 例食管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体

质量指数的不同分为观察组 28 例(BMI≥25kg/m2)与对照组 60 例(BMI<25kg/m2)，两组都给予影像

系统测定测量 X 轴、Y 轴、Z 轴的摆位误差，比较两组的肿瘤控制概率与周围组织并发症概率，同

时进行靶区剂量学的分析。 

结果  观察组 X、Y、Z 轴方向的摆位误差分别为 8.83±3.10mm、5.45±3.12mm、6.24±3.13mm，

都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2.41±1.93mm、2.11±1.33mm 和 1.98±1.56mm(P<0.05)。观察组的 TCP、脊

髓 NTCP 与肺 NTCP 分别为 18.44±3.10%、4.87±1.09%和 9.82±1.45%，而对照组分别为

18.56±4.19%、3.20±1.40%和 8.08±1.66%，观察组的脊髓 NTCP 与肺 NTCP 都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的 PTV-gtv 的 Dmin、Dmean 与 D95 分别为 4359.2±145.0cGy、

6258.4±178.4cGy 和 5697.2±452.0cGy，与对照组的 4332.0±332.9cGy、6267.4±228.6cGy 和

5687.6±451.8cGy 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体质量指数≥25 kg/m2 的食管癌患者在放疗中可增加各个方向的摆位误差，且会增加脊髓与

肺部的正常组织并发症概率，为此临床上要积极控制体质量指数，从而可更有效地保护正常组织。 

 
 
PE-083 

基于自适应 TV 约束的稀疏角度 CBCT 重建算法 
 

李慧君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10095 

 

目的  目前，肿瘤放射治疗技术已进入以图像引导放射治疗（Image-Guided Radiotherapy，

IGRT）和自适放射治疗（Adaptive Radiotherapy，ART）为代表的精确放疗新时代。它们通过引

导图像——锥形束 CT(cone beam computed tomography，CBCT)图像评判患者解剖和生理变化，

从而对治疗方案做相应调整，大大提高放射治疗的精度。因此，CBCT 图像是 IGRT 和 ART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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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和关键问题，针对稀疏角度 CBCT 成像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基于自适应图像全变差

(Total Variance, TV)约束的稀疏角度 CBCT 重建算法，并验证其可行性和优越性。 

方法  本文首先针对传统最小 TV 算法引起的图像过度平滑及纹理细节模糊等问题，提出自适应 TV

约束。首先利用代数重建算法（algebraic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ART）重建中间图像，并加

入非负性约束，然后自适应选取 TV 最小化对中间图像进行优化修正，两步交替进行直到满足收敛

准则。其次，传统的 ART 算法计算量大、收敛速度慢，对此本文在迭代过程中应用快速收敛技术

加快算法收敛。 

结果  利用仿真的三维 Sheep-Logan 体模进行重建，以归一化平均绝对距离作为重建图像的质量评

判标准，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的 TV 重建结果相比，本文算法的重建图像更贴近原始图像，更好

的保护了图像的边缘信息，而且比传统算法更早收敛。 

结论  本文所提出的基于自适应 TV 约束的稀疏角度 CBCT 重建算法是有效的，其在重建质量和收

敛速度上都明显优于传统算法。 

 
 
PE-084 

体膜联合乳腺托架固定在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中的应用 
 

李俊禹
1
 李廷廷

2
 陈吉祥

1
 杨敬贤

1
 朱长生

1
 

1.北京肿瘤医院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 

 

目的  比较体膜联合乳腺托架与单纯应用乳腺托架两种不同体位固定技术对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摆

位误差的影响。 

方法  选取 40 例乳腺癌保乳术后调强放疗的患者，随机分成体膜联合乳腺托架组和乳腺托架组各

20 例，所有患者每周拍摄一次验证片，获取验证片与          数字重建图像(DRR)之间的中心点偏差

值。 

结果  体膜联合乳腺托架组中心点偏差 X(左右)为(1.52±0.41)mm，Y(头脚)为(1.39±0.43)mm，Z(腹

背)为(1.43±0.31)mm，乳腺托架组中心点偏差          X(左右)为(2.21±1.39)mm，Y(头脚)为

(2.09±1.41)mm，Z(腹背)为(2.18±1.70)mm，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使用体膜联合乳腺托架的体位固定技术能使误差更低，提高摆位精度。 

 
 
PE-085 

床面固定装置在放疗摆位中的作用 
 

张寅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床面固定装置（lock bar、indexing bar），是将体位固定器与治疗床面保持固定的一个装

置，在放疗摆位中配合体位固定器来使用。本文研究比较使用该装置前后，不同治疗部位放疗摆位

误差的变化，分析该装置在放疗摆位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 2007~2008 年间 307 例 IGRT 患者的摆位误差数据。分为两组：A 组摆位时不采用床面

固定条，共 158 例；B 组摆位时采用床面固定条将体位固定器与治疗床面保持锁定，且每次固定的

位置相同，共 149 例。依据治疗部位和使用的体位固定装置不同，又细分为头颈组、胸腹组和盆腔

组。分部位各自统计 A、B 两组的摆位误差。采用 t 检验比较 A、B 两组摆位误差的差异。 

结果 （1）头颈部肿瘤，两组都采用头颈肩热塑面罩固定。A 组 36 例病例，228 幅 CBCT 图像；B

组 33 例，261 幅 CBCT 图像。A 组在三个方向上的摆位平移误差是：（1.3±1.1，1.4±0.9，

1.2±1.0）mm；B 组为（1.3±1.2，1.4±1.5，1.1±1.2）mm。A、B 两组的平移误差没有显著差别

（P＞0.05），但 B 组在 y 方向的旋转误差小于 A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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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胸腹部肿瘤，均采用仰卧位热塑体膜固定。A 组 96 例病例，575 幅 CBCT 图像；B 组 83

例，487 幅 CBCT 图像。B 组在 X 方向的平移误差显著小于 A 组，分别是 1.4±1.2mm 和

2.6±1.8mm。B 组在 Z 方向的旋转误差也小于 A 组。其它方向没有显著差别。 

（3）盆腔肿瘤，均采用 Bellyboard 腹盆固定器和热塑膜做体位固定。A 组 26 例病例，165 幅

CBCT 图像；B 组 33 例，287 幅 CBCT 图像。B 组在 X 方向的平移误差和 Z 方向的旋转误差显著

小于 A 组，其它方向无显著差别。 

结论  放疗摆位中采用床面固定装置后，减小了摆位误差。由于保证了体位固定器与床面的相对固

定，放射治疗师在摆位时更便于操作，避免了固定器出现意外移位带来的偏差。同时采用床面固定

装置确保每次固定器的位置一致后，分此间的治疗床参数具有一致性，可以借助治疗床参数来辅助

摆位质控。 

 
 
PE-086 

肿瘤放射治疗技术本科教学专业课程大纲设置的合理性探索 
 

钟仁明 宋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背景与目的  目前国内的肿瘤放射治疗技术本科教育刚刚起步，其课程设置及大纲设置均处于探索

阶段。为了探索肿瘤放射治疗技术专业课程大纲设置的合理性，特对其专业课程授课完成后进行问

卷调查。 

资料与方法  放射治疗技术专业方向以医学影像技术专业为依托，为国家培养肿瘤放射治疗师及物

理师。采用 4 年制的本科教学，毕业后获理学学士学位。该专业方向前 2 学年为基础课程，其内容

与医学影像技术一致。第 3 学年开始进行专业授课，放射治疗专业的专业课程包括：肿瘤学基础

（32 学时）、放射治疗设备原理（32 学时）、放射治疗物理学基础（32 学时）、现代放疗技术的

现状和未来（全英文课程 32 学时）、剂量测量与辐射防护（32 学时）、肿瘤放射治疗技术（64

学时）。所有专业课程完成授课后对学生（21 名）进行问卷调查，对该课程大纲设置是否全面、

重点难点是否突出进行合理性的程度评分，1 分为非常不合理，5 分为非常合理。 

结果  评分最高的是剂量测量与辐射防护，平均评分为 4.71 分，评分最低是肿瘤学基础，平均评分

为 4.21 分。其余四门专业课程的平均评分分别如下：放射治疗设备原理为 4.52 分，放射治疗物理

学基础为 4.23 分，现代放疗技术的现状和未来为 4.36 分，肿瘤放射治疗技术为 4.31 分。 

结论  放射治疗技术本科教学专业课程大纲设置总体均较合理。肿瘤学基础与放射治疗物理学基础

的课时设置相对较少，课程涉及的知识面较广学生学习中存在一定困难。肿瘤放射治疗技术是首次

独立于放射治疗物理学基础与肿瘤学基础，应在以后的授课中进一步突出其重点及难点，以彰显放

射治疗师的技术特点。 

 
 
PE-087 

小剂量放疗联合 PD-1 敲除的 T 细胞在胃癌中的抗肿瘤作用研究 
 

苏舒 刘宝瑞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近年来，放疗对于免疫系统功能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被认识到，放疗调节免疫功能，增强免疫

系统杀伤肿瘤的效果日渐被认可，一方面，放疗促进 T 细胞浸润，增强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活化能

力被认为是增强抗肿瘤免疫的有效机制之一；另一方面放疗可能会上调免疫抑制卡控点分子如 PD-

L1 在肿瘤细胞以及免疫细胞上的表达，从而引起获得性免疫耐受。因而放疗联合免疫卡控点阻断

被认为是有效的联合手段。我们前期采用 CRISPR-Cas9 体系，建立了 PD-1 基因敲除的 CTL 细胞

（sgRNA-PD-1-CTL），本研究进一步采用人胃癌细胞裸鼠移植瘤模型，在 sgRNA-PD-1-CTL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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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联合小剂量放疗，探讨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抗肿瘤优势，为临床上采用免疫细胞治疗联合放

射治疗提供实验基础和理论依据。 

方法  本研究采用 5～6 周龄的 BABL/C 雄性裸鼠，种植胃癌 SNU-719 细胞构建皮下移植瘤模型，

将小鼠随机分为 5 组：生理盐水组、Control CTL 组、sgRNA-PD-1-CTL 组、放疗＋Control CTL

组、放疗＋sgRNA-PD-1-CTL 组。 采用尾静脉注射给予免疫细胞，细胞回输前 24 小时给予放疗

2Gy，7 天后行第二周期治疗。从治疗开始，测量小鼠的肿瘤的体积，实验结束留取肿瘤组织，行

免疫组化检测肿瘤浸润 CD3+T 细胞的表达以及肿瘤组织 PD-L1 的表达。 

结果  实验发现，在第一次细胞回输后 7 天，sgRNAhPD-1-CTL 组与 Control-CTL 组较对照组相

比，肿瘤体积没有明显变化，联合放疗后，sgRNAhPD-1-CTL 组与 Control-CTL 组较对照组比，

肿瘤体积都有明显的缩小（P<0.005），但是 Control-CTL 与 sgRNAhPD-1-CTL 本身没有明显差

异。在治疗开始后的第 14 天，sgRNAhPD-1-CTL 较 Control-CTL 和对照组肿瘤体积虽有缩小趋

势，但仍然没有达到统计学差异，而联合放疗后，sgRNAhPD-1-CTL 组较 Control-CTL 组肿瘤明

显缩小，具有统计学差别（P<0.05），放疗联合 sgRNAhPD-1-CT 组较单独的 sgRNAhPD-1-CTL

肿瘤体积明显缩小（P<0.005）。联合放疗组肿瘤组织中伴有 CD3+T 细胞的浸润增多以及肿瘤组

织中 PD-L1 的表达增高。 

结论  小剂量放射治疗能够有效促进免疫细胞向肿瘤组织的趋化和...... 

 
 
PE-088 

同步加量调强放射治疗在转移性胃癌患者中显著提高局部控制率 
 

杨菊 刘娟 高山宝 杨阳 孔炜伟 任伟 朱丽晶 杨觅 钱晓萍 刘宝瑞 闫婧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背景  同步加量的调强放射治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 with a 

simultaneous integrated boost, IMRT-SIB）在多种肿瘤中都被证实可提高局控率，但 IMRT-SIB 在

转移性胃癌中的地位却不清楚。我们的研究目的在于对比 IMRT-SIB 与传统适形放疗（conformal 

radiotherapy，CRT）在转移性胃癌中的局控率。 

方法 本研究纳入了 20 例具有不可切除的转移性腹膜后淋巴结的胃癌患者，其中 12 例病人接受了

IMRT-SIB，8 例病人接受了 CRT。对每位患者的治疗疗效和相关毒副反应进行随访评估。照射的

靶为腹膜后肿大淋巴结。Logistic regression 用来比较 IMRT-SIB 和 CRT 的疗效差异。 

结果  CRT 组中有三例患者在治疗结束前因疾病进展而死亡。IMRT-SIB 组中，高剂量区的中位剂

量为 60.8Gy (50Gy-64.4Gy)，低剂量区的中位剂量为 45Gy (36Gy-50.4Gy)。CRT 组中总剂量的中

位剂量为 50Gy (41.4Gy-60Gy)。与传统 CRT 相比，IMRT-SIB 显著提高了局部剂量。IMRT-SIB

组中，1 例患者达到了完全缓解（CR），9 例患者达到了部分缓解（PR），而在 CRT 组中没有病

人达到完全缓解，只有 2 例患则达到了部分缓解。与 CRT 相比，IMRT-SIB 显著提高了局控率

(odds ratio [OR] 8.33,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3-67.14, p=0.046)。IMRT-SIB 组中，2 例

患者发生了放射性肠炎，CRT 中 2 例患者发生了放射性肠炎。 

结论  与传统 CRT 相比，IMRT-SIB 可以提高局部剂量，显著提高局部控制率，治疗相关毒性并未

增加。我们将纳入更大的样本量以证实本次研究结果。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223 

 

PE-089 

人胃癌细胞对低剂量辐射的超敏感性 
 

葛蓉 闫婧 刘宝瑞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为探讨人胃癌细胞株对低剂量辐射的反应，利用平板克隆形成实验和胶原液滴克隆形成实验

确定细胞存活分数，确定细胞是否具有低剂量辐射超敏感性，并确定低剂量辐射对细胞周期时相的

影响。 

方法  在平板克隆形成实验中，取生长对数期细胞，流式计数后以每孔 200-400 个细胞接种于 6 孔

板中，细胞贴壁后，用 0.05-2.0 Gy 的 6MeV 电子线单次照射，剂量率为 4.8Gy/min。培养 7 天后

记录>50 个细胞的克隆，并计算存活分数。在胶原液滴（collagen Gel Droplet）克隆形成实验中，

12μl 10%NaOH 溶液、23μl10×PBS 溶液、200μl 鼠尾胶原（5mg/ml）溶液和 500μl 细胞悬液混合

后以 30μl 每滴（200-400 个细胞/滴）滴在 6 孔板中。将六孔板移至培养箱，等待 20min 胶滴凝固

后，加入适当体积培养液，并按照上述过程放疗。培养 7 天后，镜下记录细胞团生成数，计算存活

分数。分别使用线性平方（linear quadratic model, LQ）模型和修正的诱导修复(induced repair 

model,IR)模型拟合存活曲线及模型相关参数。细胞经不同剂量辐射，CCK-8 法测得辐射对细胞毒

性，流式检测细胞在 0、1、2、4、8、16、24 小时后处于 G2/M 期的细胞比例。 

结果  平板克隆形成实验和胶原液滴克隆形成实验在判断细胞是否具有低剂量辐射超敏感性中无明

显区别，并且胶原液滴克隆形成实验适合悬浮细胞培养。AGS、MKN45、KATO-III、SNU601 和

SNU-668 细胞具有显著的低剂量辐射超敏感性，并且细胞有低剂量辐射超敏感向相对放疗抵抗转

变的剂量均在 0.4Gy 以上。SNU-1 和 NUGC-4 细胞不具有低剂量辐射超敏感性。细胞毒性试验证

实，对低剂量辐射敏感的细胞在 0.4Gy 照射后单位剂量细胞毒性明显增强，细胞在 1h 后出现

G2/M 期阻滞，表明低剂量辐射超敏感性与细胞周期阻滞相关。 

结论  胶原液滴克隆形成法适用测定细胞放疗后存活分数。部分胃癌细胞具有显著的 HRS 现象，这

是细胞的一种内在特性，并且与辐射引起的细胞周期阻滞相关。 

 
 
PE-090 

脉冲式低剂量率放疗对胃癌腹腔播散模型的疗效评价 
 

杨阳 葛蓉 闫婧 刘宝瑞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由低剂量辐射下胃癌细胞及正常胃粘膜细胞放射生物学参数提出新的脉冲式低剂量率放疗模

式，并探讨脉冲式低剂量率放疗对胃癌腹腔播散模型的治疗作用。 

方法  以细胞克隆形成实验获得细胞在 0.05-2.0Gy 的 6MeV 电子线单次照射后的存活分数，分别使

用线性平方模型和修正的诱导修复模型拟合存活曲线及模型相关参数。由参数判断 7 株人胃癌细胞

株和 1 株正常胃粘膜上皮细胞株细胞是否具有低剂量辐射超敏感性，确定细胞由低剂量辐射超敏感

性向相对辐射抵抗的转换剂量点，获得脉冲式低剂量率放疗的单次照射剂量。通过正常胃粘膜上皮

细胞在一系列小剂量辐射下的亚致死性半数修复时间，获得脉冲式剂量率放疗的放射总时长。建立

人胃癌细胞裸鼠腹腔播散模型，比较常规放疗、每次 0.2Gy 并间隔 3min 的传统脉冲式低剂量率放

疗及新建立的基于胃癌细胞的新模式脉冲式低剂量率放疗对胃癌腹腔播散裸鼠的治疗作用、生存期

的影响及正常组织的毒性。 

结果  人胃癌细胞 AGS、MKN45、KATO-III、SNU601 和 SNU-668 具有显著的低剂量辐射超敏感

性，并且细胞由低剂量辐射超敏感向相对放疗抵抗转变的剂量均在 0.4Gy 以上。人胃癌细胞 SNU-

1、NUGC-4 和人正常胃粘膜上皮细胞 GES-1 不具有低剂量辐射超敏感性。在总剂量 2Gy、单次剂

量 0.4Gy 放射下，GES-1 细胞的亚致死性半数修复时间为 20min，由此提出基于胃癌细胞放射生

物学参数的脉冲式低剂量率放疗模式：每次 0.4Gy、间隔 5min，每日总剂量为 2Gy。胃癌细胞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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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验证实，5×0.4Gy、间隔 5min 的脉冲式低剂量率放疗模式优于连续单日单次 2Gy 的常规放疗

及 10×0.2Gy、间隔 3min 的传统脉冲式低剂量率放疗模式。动物实验表明，单日 2Gy、总剂量

12Gy 全腹腔放疗后，空白对照组、常规放疗组、传统脉冲放疗组、新模式脉冲放疗组的中位生存

期分别为：25 天、37 天、25 天、44 天；放疗两周后，四组的腹腔内总瘤重分别为

495.1±50.27mg；360.4±17.63mg；441.2±10.00mg；232.2±39.76mg。放疗过程中各组之间均没

有明显统计学差异。放疗后 2 周，腹腔正常组织器官的 HE 染色切片表明各组间正常器官无明显形

态学改变。 

结论  在胃癌细胞中多种细胞表现出低剂量辐射超敏感性，利用胃癌细胞和正常胃粘膜细胞的低剂

量辐射反应的不同，提出 5×0.4Gy...... 

 
 
PE-091 

螺旋断层放射治疗在鼻咽癌放疗配准后摆位误差分析 
 

韩永超 刘娟 周霞 李双双 尹贻才 王文保 闫婧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分析鼻咽癌患者采用螺旋断层放射治疗（Tomo Therapy）自动+手动配准时的摆位误差。 

方法  随机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治疗的 13 例鼻咽癌

患者，采取仰卧位，头先进，用碳纤维一体板及颈肩热塑膜固定，行 CT-Sim 定位后,由医师勾画靶

区和危及器官,物理师优化制定放疗计划。所有患者每次治疗前行 MVCT 扫描，范围眼眶下缘（避

开晶体）至胸廓入口，将扫描图像与定位图像先行 Translations +Pitch + Yaw+ Roll（全部像素）

配准，如果 Pitch 与 Yaw 的误差值大于 1，则进行重新摆位；如果 Pitch 与 Yaw 的误差值小于 1，

则行 Translation+ Roll(Y 轴方向上的自由旋转)配准，将 Pitch 与 Yaw 的误差忽略，然后以横断面

（transverse）图像为主，矢状面（sagittal）与冠状面（coronal）图像为辅，将扫描范围的上界和

下界分别进行手动（Manual）配准，取两者配准值的中间值为治疗时的移床数据，并将两者在

X、Y、Z 轴及 Roll(Y 轴上的自由旋转)上的相对位移记录进行统计学分析，系统误差由所得数据的

平均值得出，随机误差由所得数据的标准差得出。 

结果  13 例鼻咽癌治疗患者共行 106 次 MVCT 扫描，在自动+手动配准后扫描范围上界与下界在

X、Y、Z 方向上的相对位移的平均值分别为 0.61±0.54 mm、0.32±0.38mm、0.64±0.63mm，Roll

的旋转误差值为 0.25±0.29o。根据外扩间距值的公式推出在三维 X、Y、Z 方向 PTV 外扩间距值分

别为 0.82mm、0.41mm、0.87mm。 

结论  螺旋断层放疗做为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放疗设备之一，其独创性的设计使直线加速器与螺旋 CT

完美结合，在图像引导下可以有效缩小摆位误差。本研究可以为鼻咽癌靶区勾画中 PTV 外扩间距

值提供临床依据。 

 
 
PE-092 

螺旋断层放疗系统三种自动配准技术在头颈部肿瘤治疗摆位 

中的差异 
 

王文保 刘娟 邵洁 周霞 闫婧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比较螺旋断层放射治疗系统三种自动配准技术在头颈部肿瘤治疗摆位中的优劣。 

方法  随机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我科治疗的 15 例头颈部肿瘤患者，采用仰卧位、碳

纤维体架及热塑膜固定, Philips 6 排螺旋 CT 定位扫描，在 Pinnacle 工作站上进行图像融合并勾画

靶区及危及器官，将数据传输至 TOMO 计划系统制定放疗计划。所有患者每次治疗前均行 MVCT

扫描，将扫描获取的 MVCT 图像与定位图像行骨（Bone Technique）配准、骨与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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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e&Tissue Technique）配准、全部像素（Full Image Technique）配准及手动（Manual）配

准,记录患者左右(X 轴)、头脚（Y 轴）、腹背(Z 轴)以及 Y 轴的自由旋转（Roll）四个方面的配准数

据。以手动配准为标准，将三种自动配准与手动配准所获得的 X 轴、Y 轴、Z 轴和 Roll 数据分别比

较，采用 SPSS16.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随机选取 15 例病人中 110 组 MVCT 扫描图像数据,所选数据符合正态分布。 

手动配准技术组：X 轴 0.546±1.796mm；Y 轴 0.323±1.757mm；Z 轴 0.326±1.994mm；Roll 旋转

0.147±1.055。； 

骨配准技术组：X 轴 0.628±1.506mm；Y 轴 0.458±1.506mm；Z 轴-0.100±2.098mm；Roll 旋转

0.105±0.934。；与手动配准相比，在 X 轴，Y 轴，Roll 上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 Z 轴上有

统计学意义（P＜0.05）。 

骨与软组织配准技术组：X 轴 0.612±1.292mm；Y 轴 0.342±1.720mm；Z 轴-0.093±2.076mm；

Roll 旋转 0.035±0.663。；与手动配准相比，在 X 轴，Y 轴，Roll 上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

Z 轴上有统计学意义（P＜0.05）。全部像素技术组：X 轴 0.745±1.041mm；Y 轴

0.237±1.709mm；Z 轴-0.250±2.056mm；Roll 旋转-0.059±0.353。；与手动配准相比，在 X 轴，

Y 轴上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 Z 轴，Roll 上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螺旋断层放疗系统的三种不同自动配准技术在头颈部肿瘤的治疗摆位中，骨配准技术、骨与

软组织配准技术优于全部像素配准。 

 
 
PE-093 

两种不同固定技术在乳腺癌放射治疗中应用比较 
 

尹贻才 周霞 李双双 闫婧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比较两种不同固定技术在乳腺癌体外放射治疗中摆位误差，进一步提高精确放射治疗的摆位

精度。 

方法  将接受体外放射治疗的 64 例乳腺癌患者平均分为两组：A 组应用乳腺托架固定体位；B 组应

用乳腺托架+真空垫固定体位。各例病例分别在直线加速器的电子射野影像装置（Electronic portal 

imaging device，EPID）下拍摄正、侧位射野验证片，与 CT 模拟定位图像重建的 DRR 图像进行

比对，得出摆位位移数据。比较各组摆位误差的不同。 

结果  A、B 组各方向摆位误差如下：左右（X 轴）：1.309±1.273mm 和 1.261±0.014mm

（P<0.05）；头脚（Y 轴）：1.926±1.816mm 和 1.636±0.930mm（P<0.05）；腹背（Z 轴）：

1.896±1.239mm 和 1.962±1.163mm（P>0.05）。 

结论  在定期的 EPID 验证条件下，采用两种不同固定技术，应用乳腺托架+真空垫的固定技术在左

右（X 轴）及头脚（Y 轴）方向上优于单纯乳腺托架，而腹背（Z 轴）方向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E-094 

可移动激光灯在 CT 引导下定位穿刺活检中的作用 
 

丁慧 周霞 刘娟 高山宝 闫婧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探讨可移动激光灯在提高 CT 引导下定位穿刺精准性方面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经检查发现胸腹部占位、拟接受 CT 引导下肿瘤穿

刺活检以明确诊断的患者 138 例，根据穿刺部位选择患者仰卧或俯卧于 CT 床上，在肿瘤体表待穿

刺的部位放置自制金属栅栏作为参考，行 3mm 的薄层 CT 扫描，扫描长度应超出肿块上下 2-

3cm，分析 CT 影像确定穿刺层面，根据肿块部位在金属栅栏内的空间坐标关系，利用 CT 内置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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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灯确定穿刺点并做体表标记。此时患者身体处于 CT 机架内，不利于穿刺操作。故利用外置可移

动激光灯，前后移动 CT 床至外置激光灯头脚方向（Y 轴）位置，再调整可移动激光灯的左右方向

（X 轴）、水平方向（Z 轴），使其空间坐标与穿刺点重合。在该穿刺点上，利用 CT 工作站上的

测量距离和测量角度工具精细测量穿刺进针方向、深度，实施穿刺。穿刺成功后重新行 CT 扫描以

确定穿刺针位于肿瘤内，且避开大血管及神经等重要器官后再行抽取活检。穿刺结束后拔出穿刺

针，常规包扎，重复 CT 扫描确定穿刺部位无明显出血、气胸等异常情况后，操作结束。 

结果  穿刺活检一次性获得标本成功率 100%，病理结果为腺癌 88 例，鳞癌 28 例，转移性肺癌 17

例，炎性假瘤 5 例。穿刺过程无感染、针道种植转移，穿刺后行 CT 扫描，损伤部位无大出血或空

气栓塞等不良事件发生。 

结论  利用可移动激光灯精准定位穿刺点，在危险区域进针，成功避开血管等重要器官，提高穿刺

精确性和准确性。 

 
 
PE-095 

患者体质与深部热疗耐受性相关因素研究 
 

张陵 周霞 闫婧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研究患者体质对其耐受温度的影响，从而指导临床选择深部热疗适应患者，提高联合治疗的

疗效。 

方法  在 2016 年于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对 115 例深部热疗患者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每

次治疗前，记录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KPS 评分等信息，将设备自带的测温管插入患者直肠

内以便实时记录患者肠温。治疗中，逐步提高设备的治疗功率，并不停询问患者感受，当患者表示

不能耐受时，停止提高功率。温度最多控制在 43℃。保持当时治疗功率至结束。治疗结束后记录

患者最高肠温。收集 115 份数据后，按照年龄≥60 岁，性别，体重≥70 公斤，KPS 评分≥70 分等分

别分成四组，然后依据肠温是否≥40℃进行分组数据分析。 

结果  对四组数据分别进行 X2 检测，计算 P 值。见附件。 

结论  患者年龄，性别，KPS 评分上的差异对于温度耐受的影响不大，进行深部热疗时能够达到理

想温度。体重超过 70 公斤的患者温度耐受明显低于体重不足 70 公斤的患者，进行深部热疗时较难

达到理想温度，影响联合治疗效果。 

 
 
PE-096 

低剂量率脉冲放疗技术治疗难治性恶性肿瘤的可行性研究 
 

闫婧 刘娟 高山宝 孔炜伟 任伟 朱丽晶 杨阳 钱晓萍 刘宝瑞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观察低剂量率脉冲放疗在晚期难治性恶性肿瘤治疗中的疗效及副作用。 

方法  2014-05~2015-11 治疗的 32 例复发转移的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包括既往曾接受过放疗治

疗、原照射野内复发患者，以及肿瘤体积巨大、化疗及靶向治疗等无效、局部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生

活质量的病例。男性 21 例；女性 11 例；中位年龄 57 岁（26 岁~80 岁）；治疗病种包括胃癌 13

例，肺癌 4 例，食管癌 4 例，肠癌 3 例，头颈部肿瘤 2 例，脑胶质瘤 2 例，膀胱癌 1 例，软骨肉瘤

1 例，肝门部胆管癌 1 例，原发灶不明的腹膜后转移性腺癌 1 例。ECOG 评分 0~3 分；9 例患者为

既往照射野内复发，既往照射剂量为：45Gy~112Gy（其中 1 例脑胶质瘤患者曾于 5 年内行 2 次局

部放疗，照射剂量分别为 54Gy 和 60Gy），距离前一次放疗时间为：11 个月~28 个月；23 例患者

为肿瘤体积巨大，预计常规放疗副作用较大，患者无法耐受，故给予低剂量率脉冲放疗。综合治

疗：10 例同步化疗，2 例同步分子靶向治疗，1 例同步免疫治疗，9 例单纯放疗。照射部位为：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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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腔放疗 19 例，胸部放疗（包括肺部转移灶及纵隔、食管复发病灶）9 例，颅内放疗 2 例，胸腰

椎骨转移 1 例，颈部转移瘤 1 例。照射方法为：每天照射剂量为 2Gy，分为 10 次完成，每 3 分钟

照射一次，每次 0.2Gy，剂量率为 70MU/min。每天治疗历时约 30min。 

结果  32 例患者中，除 4 例患者病情进展较快，未能完成放疗外，其余患者均顺利完成放疗。 

疗效评价：近期疗效（放疗结束后 1 个月）：有效率为 46.4%（CR 0/28，PR 13/28），疾病稳定

患者 50%（SD 14/28）, 照射野内进展 0.6%（PD 1/28）。 

远期疗效：随访 1~19 个月，失访 4 例，中位 PFS 7.83 个月（7.83±6.26）；6 例患者出现照射野

内复发，局部控制率为 75%（6/24）。 

不良反应：0 级 21.4%（6/28），I～II 级反应 53.4%（15/28），III～IV 级反应 14.3%（4/28）。 

结论  低剂量率脉冲放疗治疗难治性恶性肿瘤安全有效，可开展临床试验进一步证实。 

 
 
PE-097 

旋转调强用于多发脑转移瘤放射治疗的临床观察 
 

石硙岩 潘振宇 杨国姿 夏文明 王立波 陈坤志 董丽华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观察快速旋转调强（RapidArc）用于多发脑转移瘤放射治疗的可行性。 

方法  回顾 12 例采用 RapidArc 治疗的多发脑转移瘤患者临床及随访资料。全部患者颅内病灶数量

大于等于 4 个；颅外病灶控制良好。原发肿瘤分别为：非小细胞肺癌 10 例，乳腺癌 2 例。病灶直

径 0.5-4.8cm，肿瘤体积 0.07-77.2cm3；占全脑比例 0.01%-5.5%。分为 2 种治疗方案：6 例患者

首先行常规 2 野对穿全脑放疗 Dt40Gy/20f，随后应用 RapidArc 对直径大于 1cm 的转移病灶补量

20Gy/10f，为补量组；6 例患者采用 RapidArc 行全脑放疗 Dt40Gy/20f，同期对直径大于 1cm 病灶

加量至 56Gy/20f，为同步组。应用瓦里安 eclipse10.0 计划系统制定放疗计划；瓦里安 TrueBeam

直线治疗加速器治疗。计算 2 组患者放疗计划 pGTV 的 D98、D2、V95%、CI、HI、危及器官的最

大或平均受照剂量，对比 2 组正常脑组织的平均受照射剂量及 DVH。每 3 个月应用磁共振检查进

行随访。 

结果  2 组治疗计划均能满足临床要求。补量组和同步组 pGTV 的 V95%中位值分别为 99.8%、

99.9%；pGTV 的 CI、HI 中位值分别为 0.75、0.76；1.02、1.03。晶体、视神经及视交叉、脑干中

位最大剂量分别为 7.4Gy、7.9Gy；46.0Gy、48.2Gy；50.7Gy、53.0Gy；总治疗时间分别为 6 周

和 4 周。全部患者疗中无严重副反应发生。疗后 3 个月复查头部磁共振，1 例 CR， 9 例 PR，2 例

SD。随访 6-13 个月，补量组和同步组 6、12 个月局部控制率为 100%、66.7%和 100%、

66.7%；6、12 个月总生存率分别为 100%、66.7%和 100%、50%。 

结论  RapidArc 技术可以满足临床对于多发(≥4 个)、大体积（直径>4cm）脑转移瘤的大剂量放射

治疗计划要求；RapidArc 全脑同步病灶加量治疗在降低正常脑组织平均受量及缩短总体治疗时间

上具有优势；本文所采用的同步与补量放疗的剂量分割方式安全、有效。 

 
 
PE-098 

个例探讨——不同体位装置与上臂摆位重复性的影关系 
 

张美玲 石丽婉 李夷民 陈崇煌 叶素贞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肿瘤医院 361003 

 

目的  通过对同一患者采用简易乳腺托架和头架加热塑膜固定这两个不同的体位辅助装置和摆位方

法进行对比，分析如何提高临近关节处的照射野摆位重复性，确保放疗的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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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患者在 CT 模拟定位机下分别使用两种体位辅助装置进行扫描定位，并在治疗前分别运用治

疗机所带 EPID 拍摄 MV 片在线比对配准，比较两种不同辅助装置对于体位重复性和治疗精确性的

影响。 

结果  使用简易乳腺托架摆位后验证片与定位片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关节处及肱骨均表现出不同的

位置形态和走向与靶区无法比对，不能进行配准。 

结论  使用简易乳腺托架作为固定装置对于上臂摆位固定性及重复性差，不适合运用于活动性较大

且不易估定的上臂及肩关节摆位治疗。对于治疗活动性较大或不易固定的位置，在定位上尽量使用

简单且自然的辅助装置和摆位方法，多做标记线以确保位置的一致性和良好的重复性。 

 
 
PE-099 

比较三种配准方法在累积宫颈癌外照射放疗剂量的差异 
 

余辉 张书旭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累积既往放疗的剂量对设计新的放疗计划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有效地避免肿瘤靶区欠剂

量和重要器官超过耐受剂量。而使用不同的配准方法可以得到不同精度的累积剂量。本文拟比较三

种配准方法（B 样条弹性配准、仿射配准和刚性配准）在累积宫颈癌外照射放疗剂量的差异。 

方法  本文将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本院的 10 个宫颈癌病例，每个患者均有 2 套不同分

次外照射放疗的 CT 图像。首先，以第二次扫描的 CT 图像为参考，采用平均绝对差（MAD）评价

三种配准方法（B 样条弹性配准、仿射配准和刚性配准）的精度，MAD 值越小，配准精度越高。

然后，将第一次放疗的 IMRT 剂量，分别采用上述三种方法，累积到第二次扫描的 CT 图像，得到

累积剂量 D 弹性、D 仿射和 D 刚性。最后，以 D 弹性为基准，分别比较 D 仿射与 D 弹性、D 刚性

与 D 弹性的差异 

结果  B 样条弹性配准方法的精度最高，仿射配准次之，刚性配准最低，它们的 MAD 值分别为

4.9±2.7、6.4±3.7 和 6.8±4.3。在累积剂量差异方面，D 仿射与 D 弹性、D 刚性与 D 弹性在直肠

D2cc 参数的最大偏差分别为 6.1%和 6.2%，膀胱的 D2cc 最大偏差分别为 1.0%和 1.9%，GTV 的

D90 分别为 7.8%和 6.8%，CTV 的 D90 分别为 2.4%和 2.3%。 

结论  在不同分次的宫颈癌外照射 CT 图像进行配准，适合采用三维弹性配准方法，其配准精度较

高，能获得较准确的即往放疗总剂量。 

 
 
PE-100 

应用千伏级锥形束 CT 研究前列腺癌的放疗摆位误差及 PTV 

外扩边距 
 

王刚 王文玲 刘轶群 董洪敏 胡银祥 

贵州省肿瘤医院 10210002 

 

目的 探讨前列腺癌患者在图像引导放疗（image guide radiation therapy，IGRT）时左右、上下、

前后方向的摆位误差及各方向的旋转误差，并为计划靶区(PTV)外扩边距提供依据。 

方法  应用 (Elekta Synergys)IGRT 系统行前列腺癌根治性放疗患者 30 例，采用仰卧位体模固定，

所有患者放疗前经千伏级锥形束 CT（kilovoltage cone beam CT，kVCBCT）扫描获得 447 次

kVCBCT 图像，通过灰度+手动配准与计划 CT 图像比对后获得左右（X 轴），上下（Y 轴），前

后（Z 轴）三个线性方向的误差 LX、LY、LZ 及以 X、Y、Z 为中心轴的旋转误差 Rx、RY、Rz。

通过六维床对误差超范围的摆位进行校正后再次行 kVCBCT 扫描获得校正后的 251 次 kVCBCT 图

像，然后再次与计划 CT 图像比对获得校正后的摆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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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超误差范围的 251 次摆位在治疗前三维线性方向的误差 LX、LY、LZ 分别 0.057±0.206cm、

-0.095±0.401cm、-0.112±0.259cm，在校正后分别为-0.015±0.080cm、-0.029±0.072cm、-

0.055±0.069cm，均有显著地差异（t = 4.59、-2.10、-2.94，P=0.000、0.037、0.004）。在 3 个

旋转方向上的误差 Rx、Ry、Rz 校正前后的误差中，仅有 Rx 有显著差异（t =2.03，P=0.044）。

根据 PTV 外放边距（MPTV）公式=2.5∑+0.7δ，校正前 MPTV 在 X 轴、Y 轴、Z 轴方向上分别为

0.61cm、 0.78cm、0.41cm,校正后分别为 0.17cm、0.12cm、0.17cm。 

结论  kVCBCT 可测量前列腺癌放疗的摆位误差并通过六维床实时校正，可提高患者摆位精度，应

用 kVCBCT 的 IGRT 可能缩小 PTV 外放边距。 

 
 
PE-101 

两种固定方法对颈段及胸上段食管癌调强放疗摆位误差的影响 
 

马建萍 夏新舍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目的:  探讨颈段及胸上段食管癌患者调强放疗中采用头颈肩膜及热塑体膜固定技术对摆位误差的影

响，以寻找更合适的体位固定方法。 

方法  对 14 例颈段及胸上段食管癌患者随机进行热塑头颈肩膜和体膜两种固定方法进行定位，每组

各 7 例，制定调强放疗计划，在首次放疗前及每周进行一次 CBCT 扫描，然后将 CBCT 图像的分

别以环甲膜、锁骨头及气管隆突为配准中心区域与相应的计划图像进行骨性匹配结合手动匹配，得

出等中心在 X、Y、Z、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及治疗床的旋转误差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1.14 例患者共获得 84 次 CBCT 图像。2.头颈肩膜固定方式下，以环甲膜和锁骨头为配准中

心区域摆位误差对比结果显示：在 Z 方向上误差大小分别为（0.07±0.11）cm，（-0.04±0.12）

cm，p=0.000，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以锁骨头和隆突为配准中心区域摆位误差对比结果显示：Z 方

向上误差大小分别为（-0.04±0.12）cm，（-0.08±0.10）cm，p=0.000，差别有统计学意义。3.体

膜固定方式下，以锁骨头和以隆突为配准中心区域摆位误差对比结果显示：在 X 方向误差大小分别

为（-0.01±0.14）cm，（0±0.08）cm，p=0.006，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且两组床的旋转误差大小分

别为（0.15±0.95）°，（0.33±0.82）°，p=0.038，差别有统计学意义。4.头颈肩膜和体膜两种固定

方式下，以隆突为配准中心区域时 Z 方向上误差大小分别为（-0.08±0.10）cm，（0.04±0.13）

cm，p=0.001，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以环甲膜区为配准中心区域时治疗床的旋转误差大小分别为

（0.46±0.96）°，（-0.13±0.65）°，p=0.008，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颈段及胸上段食管癌患者放疗中采取头颈肩膜固定技术时在 Z 方向上误差较大，在体膜固定

中 X 轴方向和床的旋转误差较大。对比颈段及胸上段食管癌患者头颈肩膜和体膜两组固定方式的摆

位误差中，头颈肩膜在以隆突为配准中心区域时 Z 轴方向的误差较大，环甲膜为中心区域旋转误差

较大。因此在颈段及胸上段食管癌调强放疗中体膜固定误差较头颈肩膜小。 

 
 
PE-102 

JOA 评分量表在腰骶椎骨转移患者放射治疗中的应用 
 

戴卓捷 王宗烨 任晔 樊晶晶 申玉龙 吴清芹 

解放军第 306 医院放疗科 100101 

 

目的  骨转移是晚期肿瘤的常见病症，常导致严重的骨骼病变，包括骨疼痛、病理性骨折、骨髓压

迫、高钙血症等骨相关事件。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而且也威胁患者生命。本文使用 JOA

评分评价放疗联合唑来磷酸治疗腰骶椎骨转移患者癌性疼痛，改善患者功能障碍和提高生存质量的

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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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34 例患者，4 周内未接受化疗和内分泌治疗；观察部位未接受放疗；近 3 个月内未使用

双膦酸盐类药物；Karnofsky 评分>30；预计生存期在 3 个月以上。采用直线加速器，6MV—X

线，30Gy／10 次。唑来膦酸与放疗开始同时使用。并分别在治疗前及治疗后（治疗后 1~3 个月）

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日本骨科学会（JOA）制定的下腰痛评分表评定标准评效。 

结果  通过放疗联合唑来膦酸治疗，腰骶椎骨转移患者的 JOA 各项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总有

效率为 88．6％，显效 28 例，无效 4 例。 

结论  JOA（日本矫形外科协会）评分系统自 1975 年开始应用，主要用于颈椎及腰椎术后疗效的

评估。腰椎 JOA 评分包括主观症状、临床体征、日常活动、膀胱功能 4 项。采用 JOA 评分量表可

以直观、全面、系统评估腰骶椎骨转移患者放疗后疼痛缓解及活动能力改善的情况，简便易行。 

 
 
PE-103 

放射治疗师上班时长与配准误差的相关性研究 
 

李林涛 王首龙 张德康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研究四川省肿瘤医院放射治疗师上班时间长是否与配准误差有相关性。 

方法  采集同一台加速器一个月的患者 IGRT 配准数据一共 167 例，分别记录其所处的时间段，将

IGRT 配准数据在 x、y、z 三个方向上的数据通过 Q=计算 IGRT 配准的空间位移绝对值，对 Q 值

进行正态检验，然后使用 SPSS22.0 软件与上班时长数据进行 spearman 分析。 

结果  Q 值的正态分布检验结果表示本组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Spearman 分析结果为空间位移绝

对值与上班时长的相关系数为-0.29，P 值为 0.716，大于 0.05，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目前四川省肿瘤医院放射治疗师正常连续上班时间为 6 小时，该机器所处的区间均为 5.5 小

时，在连续 5.5 小时的上班区间内，配准误差数据并没有随时间增长而变化，一方面说明目前我院

放射治疗师上班时间分配合理，另外一方面说明我院放射治疗师对待工作认真的态度并未因上班时

长而改变，但本次研究样本量偏小，未来还将扩大样本量以及增加合作研究单位，深化本项研究。 

 
 
PE-104 

两种不同规格真空袋在胸腹部放疗体位固定中的比较研究 
 

刘慧 许森奎 何汇朗 黄群峰 王涛 陈炫光 林承光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510060 

 

目的  探讨常规 1.5 米长真空袋和全身型 1.8 米长真空袋在胸腹部肿瘤放射治疗体位固定中的准确

性和重复性。 

方法  随机抽取 77 例胸腹部肿瘤患者，其中使用常规真空袋固定体位的 41 例，使用全身型真空袋

固定体位的 36 例。分别在螺旋断层治疗机（Tomotherapy，Tomo）上进行治疗，每次治疗前行兆

伏级 CT 扫描，采集摆位误差数据并计算出空间三维误差进行分析。 

结果  与常规真空袋相比，使用全身型真空袋可明显减小 Y 轴方向误差（常规组：1.67±4.2mm，

全身组：0.47±3.47mm， P<0.01） 和空间三维上的误差（常规组：5.77±3.11mm，全身组： 

4.96±2.47mm，P<0.01），但未减小 X 轴，Z 轴和 Y 轴旋转的误差。 

结论  在胸腹部肿瘤放疗体位固定中，相比常规型真空袋，全身固定型真空袋固定体位有助于减小

放疗的摆位误差，提高放疗摆位的精确度。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231 

 

PE-105 

放射治疗配准误差品质管理实施案例分享 
 

李林涛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通过品质管理的方式对配准误差进行优化研究。 

方法  随机抽样采集四川省肿瘤医院同一台加速器 2016 年 1 月份 84 例患者的 IGRT 配准数据，取

空间位移绝对值 Q，对配准误差存在的原因在我院 13 名资深放疗治疗师进行德尔菲专家调查法研

究，得出的结论进行风险矩阵评估系统，对风险矩阵评估系统中排名前五的因素进行验证分析并制

定相应的控制措施，在 2016 年 6 月再次采集该台加速器的数据，将其与之前的数据进行 Q 值对

比。 

结果  2016 年 1 月的 Q 值均值为：5.18mm，通过德尔菲专家调查法与风险矩阵评估系统，得出了

5 个影响配准误差的因素，均属于随机误差影响因素：1、治疗过程中体型变化。2、治疗过程中靶

区变化。3、 患者的依从性不佳。4、患者的生理因素导致的误差。5、治疗师上班时间过长导致的

误差。将以上 5 个因素进行分析并制定修改、优化放疗流程等措施，特别在患者教育的方面进行优

化和完善，在 2016 年 6 月再次采集 Q 值数据为 4.06mm。 

结论  配准误差当中的随机误差经过精确的梳理问题、制定针对措施，能够有效的降低随机误差。 

 
 
PE-106 

基于剂量学数据的危及器官并发症风险模型建立研究 
 

缪一冰 王佳舟 胡超苏 胡伟刚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通过关联放疗 DVH 信息和放疗结果，寻找基于 DVH 的剂量学特性与正常组织并发症发生相

关性，形成风险预测模型，并以 DVH 的形式提供直观的风险估计。 

方法  模型纳入了 786 例鼻咽癌患者的已放疗计划，将颞叶的 DVH 导出后，结合临床获得的颞叶

并发症统计结果建立逻辑回归模型。对于多参数的剂量分布，本研究采取按不同相对体积分别处理

的策略，剂量按 D0（Dmax）、D5、D10……D95、D100（Dmin）取值，用逻辑回归方程分别拟

合各相对体积剂量与结局颞叶是否损伤。逻辑回归方程提供了两方向信息，一是一定体积下剂量增

加的优势比（Odds Ratio），二是特定剂量和体积下的并发症发生概率。在 DVH 图上依据并发症

发生几率划分出不同区域，直观地呈现出 DVH 剂量与并发症的关系。 

结果  通过对 786 例患者颞叶的 DVH 剂量与临床并发症关联，建立风险－剂量－体积三者关系映

射。显然，如果有新患者的颞叶 DVH 图，通过与该图的比较，即可较准确的对可能出现的高损伤

区域进行评估，然后通过计划的重新优化和折中考虑，获得临床最佳的剂量 DVH。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颞叶的剂量体积与并发症概率的模型。该模型可为临床提供基于患者治疗经验

的并发症概率评估。相对于仅仅基于 DVH 的评估，该模型提供了多一维的评估参数，可为临床提

供更精准的评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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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07 

呼吸门控结合四维 CT 成像技术和质量保证 
 

许玉清 徐艳丽 邓晓刚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探讨在肿瘤放疗 CT 模拟定位过程中，呼吸门控结合大孔径四维 CT(4DCT)扫描获得的图像

质量和质量保证，提高 CT 模拟定位的精准度。 

方法  设备为 Philips 大孔径 16 排 CT，VARIAN RPM 工作站。4DCT 扫描流程：4DCT 扫描前，

对反射盒进行空间校准；对于胸腹部肿瘤的患者，用热塑体膜固定体位，在剑突至脐部之间放置反

射盒；RPM 系统软件选择回顾性门控；扫描完 4DCT 后，以 3mm 层厚，按时相分类法，以 16%

间距重建 6 个时相的图像集。将 6 个时相的图像集在 CT Tumor LOC 软件上融合，得到 MIP 最大

密度投影和 Average 平均密度投影两个图像集。对 256 例 4DCT 成像的图像进行分析，有 28 例图

像存在图像失真 

结果  图像失真的表现：（1）图像出现运动伪影，如膈肌重复，由于扫描 4DCT 时选用的 CT 螺距

值不合适导致图像出现运动的伪影；（2）重建的图像模糊，由于患者的呼吸频率和幅度不均匀，

呼吸频率较快（>24bmp）导致图像失真；（3）4DCT 扫描结束后，无法调取 RPM 工作站的呼吸

波形文件，从而无法保证重建图像的真实性，由于 RPM 和 CT 机之间的通讯不能连接；（4）在肿

瘤密度高于周围正常组织密度的情况下，MIP 图像中显示肿瘤运动范围最大；而肿瘤的密度与周围

组织密度相同或低于周围组织密度的时候，MIP 图像中的肿瘤运动范围并非是最大的。 

结论  做好 4DCT 扫描，保证图像质量最优，提高肿瘤放疗的精准度，必须做好图像质量控制工

作。首先，扫描 4DCT 时，在呼吸频率和呼吸幅度平稳的时段进行；其次，选择合理的 CT 扫描参

数；第三，定期对计算机开关机，保证 RPM 工作站和 CT 机之间的通讯正常连接；最后，充分做

好患者的沟通准备工作，让患者放松，保持均匀的呼吸频率和幅度，控制患者的呼吸频率不高于

24bmp，患者的主动配合，是做好 4DCT 扫描工作的基础。优化 4DCT 扫描流程，改善图像的成

像质量，对提高放疗的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PE-108 

基于肿瘤信息系统（OIS）的放射治疗计划流程质量管理 
 

徐庆丰 周莉 钟仁明 何垠波 柏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建立一种基于 OIS 的治疗计划流程质量管理方法，并检验其效果。 

方法  由高年资物理师、低年资物理师或治疗技师组成独立的质量检查组。其在 OIS（Mosaiq）中

建立质量检查列表。质量检查组根据列表，检查计划流程中产生纸质和电子信息。如实记录发现的

错误事件，并通知责任人进行更正，避免错误治疗。质量检查组每月总结和分析错误事件，并向质

量管理组（科室管理小组成员组成）报告。本研究选取 2011.8 至 2014.6 的检查记录共 10645

次，提取并分析其中的错误记录。质量管理组根据错误事件的潜在影响（不被纠正可能导致的后

果）的严重程度对其进行分级并评分，无明显影响 0 分，轻微 1 分（影响工作流程的顺畅度），中

等 2-3 分（增加错误治疗概率），比较严重 4 分（导致治疗准确度下降），严重 5 分（导致错误治

疗）。分析错误事件的发生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以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率。分析错误事

件发生的规律，验证这种质量管理方法的有效性。 

结果  本研究共提取到错误事件 1177 例。按照影响的严重程度分类，错误事件的例数（发生率

（错误例数／总检查次数）×100%）分别是：严重 106 例（1.00%），比较严重 73 例

（0.69%），中等影响 569 例（5.35%），轻微影响 427 例（4.01%），无影响 2 例（0.02%）。

错误事件的发生原因及占比（（某种原因导致错误例数／总错误例数）×100%）分别是培训不足

496 例（42.14%），未按照操作规范或无规范 325 例（27.61%），人为疏忽 22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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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欠缺沟通 99 例（8.41%），软件故障 37 例（3.14%）。采取的改进措施包括：针

对集中出现的错误开展培训，制定和优化操作规范，坚持独立检查制度，优化工作流程减少沟通障

碍。错误事件的发生规律显示，改进措施能明显降低影响程度为比较严重和严重的错误事件发生

率，比如从 2013 年 8 月的 6.74％降至 9 月的 1.19%。 

结论  基于 OIS 的质量管理能够发现计划流程中的错误事件，防止错误治疗的真正发生，并能有效

降低错误事件发生率。 

 
 
PE-109 

使用 Catphan 504 模体对加速器机载锥形束 CT 的图像质量检测 
 

许磊 曹鸿斌 戴立言 吴旭东 马秀梅 白永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放射诊疗科 200127 

 

目的  使用 Catphan504 模体连续对医科达 Synergy 加速器机载锥形束 CT 的图像质量测试，获得

对图像的稳定性的评价。 

方法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9 月使用机载锥形束 CT 扫描 Catphan504 模体，使用 XVI 软件进行

分析图像的质量。 

结果  三维图像均一性平均值 0.458%（<1.5%），最大值 1.37% 

。三维图像空间分辨率平均值 3%（<3%）,最大 3.45% 。三维空间比例误差值均小于 1mm。三维

图像空间分辨率平均值 11.5 线对/cm(≥10 线对/cm)。二维图像对比度可见度平均值 17.88 个测试

盘（≥12 个测试盘）。二维图像空间分辨率平均值 15 线对数（≥10 线对数） 

讨论  图像引导放射治疗是精确放疗的重要手段，机载锥形束 CT 成像系统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治疗

流程。随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不断推广，大剂量少分次的治疗模式会越来越多的在临床上使用。

图像引导系统准确性和稳定性直接影响治疗的精确度和质量。临床对于锥形束 CT 的图像要求越来

越高，机载锥形束 CT 的图像质量的稳定，为临床上进行 IGRT 技术开展提供了好的技术保障。图

像引导系统的质量控制流程和频率一直是在行业内普遍讨论的问题，指导性参考文献就只有 AAPM 

TG 142 和 148 号报告。本中心连续每月检测图像质量，可以监测成像系统的变化趋势，及时发现

问题及时纠正，半年中发现三维图像空间分辨率的数值有所改变，及时与厂家工程师沟通并处理解

决。图像引导技术的质量控制需要质量和功能强的模体，使用 Catphan504 模体可以方便快捷地完

成对机载锥形束 CT 的图像质量控制，此模体还可以作为日常摆位验证的模体使用。 

 
 
PE-110 

基于体质指数的肺癌放疗靶区外放边界差异性研究 
 

杨金鑫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肺癌是世界范围内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放射治疗是肺癌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发

展起来的三维放疗技术属精确放疗，剂量梯度陡峭，而放疗摆位引入的误差往往导致肿瘤及其周围

正常组织实际接受剂量与初始计划不一致。为了弥补摆位误差等不确定因素我们定义计划靶区

（PTV）=临床靶区（CTV）+内靶区（ITV）+某固定外放值，提高放疗摆位的精确性为目的。有

资料表示胸部肿瘤患者体重指数对摆位误差有影响；所以使用某固定外放值可能使不同体型的病人

出现照射脱靶的情况或者照射更多常组织。为了解决此问题尽可能地做到精确治疗。对肺癌不同体

质指数的肺癌病人进行外放值的差异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方法  1.按就诊的肺癌病人体重指数（BMI）对病人进行分组，每组采集 30 例病人。身高、体重测

量及 BMI 计算及分组：按照 2004 年《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中的推荐方法测量身

高、体重并计算 BMI。以 BMI<18．5 kg／m2 为体瘦、18．5—24．0 kg／m2 为正常、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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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kg／m2 为超重、>28kg／m2 为肥胖分为 4 个组。2.体表多标记线的确定  在第一次病人做

模在模的中下段（脚方向）剪开 3cm 左右宽度，并延上下缘做标记线，并且在模的最下缘（脚方

向）做标记线。3.激光定位标记线的确定患者均在平静呼吸状态下进行四维 CT 扫描，扫描层厚

3mm，扫描范围整个胸部，根据 CT 扫描室内的三维激光灯在固定膜上相对位置的作出定位标记

线。通过网络将 CT 图像传至 MasterPlan 计划系统，在扫描四维 CT 进行靶区勾画，消除 ITV 对这

次研究的干扰。打印出放疗计划数字重建影像(DRR) 正、侧位图，记录 CT 定位点到治疗中心所需

移动左右方向(x)、头脚方向(Y)、前后方向(z)的参数。移动后根据 CT 扫描室内的三维激光灯在固

定膜上相对位置的作出定位标记线。 

4.治疗验证，加速器执行放疗时通过锥形束 CT 对每例病人每次进行图像采集，系统自动重建图像

并与治疗计划 CT 图像相匹配，获得患者左右、上下、前后方向摆位误差，计算 PTV 外放边界。 

结果  在体瘦体型的病人给予外放 4mm；正常体型病人给予外放 6mm；超重体型的病人给予外放

11mm；肥胖体型的病人给予外放 15mm。 

结论  给予不同体型病人不同的靶区外放值能够改善靶区漏照和正常组织受照的情况。 

 
 
PE-111 

肝癌放疗中的呼吸运动控制研究 
 

谢继锐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肝癌是一种常见的腹部恶性肿瘤，由于肝脏毗邻肺，受其呼吸运动影响很大，放疗过程中肝

脏会随呼吸在头脚方向运动 1-3cm［1］。本研究分别通过对其左右、腹背、头脚三个方向的运动

控制，以达到精确放疗的目的。 

方法 选取我院原发性肝癌患者 50 例，统一使用束缚带包裹肝区，制作热塑性体膜。对患者进行呼

吸训练，嘱患者平静均匀呼吸。嘱患者饮水 100ml＋5ml 泛影葡胺，30min 后采集 4D-CT 定位图

像。传输至计划系统，制定放疗计划。放疗实施前 30min，同样嘱患者饮水 100ml＋5ml 泛影葡

胺，平静均匀呼吸，使用束缚带。在每次放疗前行 CBCT 图像引导，以横膈为靶区替代物（大多肝

脏肿瘤在未注射造影剂时显影不清），记录其左右、腹背、头脚三个方向的误差位移。统计数据，

进行分析。 

结论  通过呼吸控制后，患者左右、腹背、头脚三个方向的误差得到有效控制。有效地提高了放疗

射野内肝癌病灶的控制率，降低了放疗性肝病的发生率。 

 
 
PE-112 

胸部肿瘤患者不同体位固定摆位精度的探讨 
 

杨志瑛 傅小龙 

上海市胸科医院 300031 

 

目的  探究胸部肿瘤患者采用两种不同体位固定技术进行放    疗对提高治疗重复摆位精度的应用价

值。  

方法  选取 98 例胸部肿瘤放疗患者，随机分为甲组和乙组，甲组患者采用真空负压袋固定体位，乙

组患者采用低温热塑体膜固定体位，对比两组患者 的中心点移位情况。  

结果 甲组在 X 轴、Y 轴及 Z 轴方向上的摆位误差为（1.38±1.29）mm、（1.35±1.31）mm、

（2.18±1.59）mm；乙组在 X 轴、Y 轴及 Z 轴方向上的摆位误差为（1.36±1.25）mm、

（1.31±  1.19）mm、 （1.45±1.31）mm；两组患者在 X 轴、Y 轴上的摆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乙组在 Z 轴上的摆位差异要小于甲（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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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胸部肿瘤放疗时，采用热塑体膜固定技术可以减少摆位误差，提高摆位准确度，提高放疗效

果。 

 
 
PE-113 

宫颈癌真空袋仰卧位与 Orfit 架俯卧位固定的放疗体位 

精确度比较 
 

姚文燕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10515 

 

目的  应用 OBI 系统研究真空袋仰卧位和 Orfit 架俯卧位在宫颈癌外照射体位固定上的差异，为宫颈

癌外照射体位固定方式的临床选择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我中心接受外照射的宫颈癌患者 44 例，其中 22 例采用真空袋仰卧位固定为真空袋组，

另外 22 例采用 Orfit 架俯卧位固定为 Orfit 架组，两种固定方法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前给予 OBI

扫描，采集靶区三维方向的线性误差和旋转误差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  

结果  真空袋组在三维方向的线性误差分别为（X：-0.4±3.39；Y：-0.67±4.86；Z：-0.74±4.86）

mm，三维方向的旋转误差分别为（X：-0.07±0.89；Y：-0.68±1.52；Z：0.58±1.25）度，Orfit 架

组在三维方向的线性误差分别为（X：0.26±3.21；Y：0.61±6.03；Z：1.07±4.80）mm，三维方向

的旋转误差分别为（X：-0.11±1.22；Y：-0.07±2.58；Z：0.1±1.35）度。真空袋组与 Orfit 架组在

三维方向的线性误差和旋转误差比较的 P 值=0.005、0.001、0.000 和 0.000、0.000、0.558。  

结论  Orfit 架组在 X 和 Y 轴方向的线性误差小于真空袋组，Z 轴方向线性误差大于真空袋组，两组

固定的旋转误差均值均小于 1°。真空袋和 Orfit 架在宫颈癌外照射体位固定上各有优势，固定效果

均较为理想。两种固定方法在剂量学分布上的差异将有待进一步研究。 

 
 
PE-114 

常规模拟机的日常质量控制目标及方法 
 

姚文燕 许森奎 张俊 陈佩芬 罗广文 伍建华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10515 

 

目的  探讨常规模拟定位机的日常质量保证（QA）和质量控制（QC）的内容和方法，制定一个放

疗技师参与步骤的详细质控流程，提高设备使用的精度。 

方法  利用等中心校准仪 Iso-Align 和水平仪对常规模拟定位机进行质量控制检测。 

结果  制定了一个常规模拟机质量控制的详细方法和流程。 

结论  模拟定位是放射治疗的重要环节，定期对常规模拟机进行质量控制能够确保放射治疗的准确

实施。本中心对常规模拟机质量控制的内容和方法可以作为同级放射治疗单位的参考和指导。 

 
 
PE-115 

图像引导放疗中低剂量 CBCT 高质量重建算法的研究 
 

宋莹 钟仁明 柏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中心-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放射物理技术中心 610041 

 

目的  以 CBCT 为核心的图像引导放疗中，放疗患者多次行 CBCT 扫描以实现放疗精确摆位，但同

时引起了额外的辐射剂量。在保证 CBCT 图像质量的前提下，减少 CBCT 扫描帧数是降低 CBCT

辐射剂量的有效途径。因此，利用部分采样数据进行 CBCT 高质量重建，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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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研究基于压缩感知(Compressed Sensing, CS)和字典学习(Dictionary Learning, DL)理论，

提出低剂量 CBCT 高质量重建算法 dual-DLCBCT。dual-DLCBCT 基于代数重建方法

(Simultaneous Algebraic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 SART)，将少数据 CBCT 重建问题转化为最

优化问题求解，同时充分利用同部位放疗患者的先验 CBCT 图像数据，构建具有结构、特征、精度

等先验信息的双精度字典，通过算法迭代过程中高精度字典对低精度字典的替换迅速提高 CBCT 图

像重建质量。实验随机选取我科行 CBCT 图像引导放射治疗头颈部患者 6 例，每例获取其 CBCT

扫描重建图像及透射片(XVI 4.5, Elekta Synergy)，采用留一法交叉验证 dual-DLCBCT 的重建性

能，即 5 位患者作为训练集，1 位患者作为测试集，逐次使用训练集 CBCT 重建图像构建双字典，

使用测试例部分透射片进行 CBCT 重建。 

结果  在 30%的降采样率下，dual-DLCBCT 重建 CBCT 图像能够清晰反映骨性组织，可以为临床

放疗摆位提供指导作用。 

结论  本研究的低剂量 CBCT 算法将作为图像引导放疗低剂量 CBCT 系统的核心，可显著减少图像

引导放疗患者的 X 射线剂量至 30%以下，降低放疗患者因 CBCT 扫描辐射引起的放射性危害。 

 
 
PE-116 

医科达 Precise 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 MLC 电源原理及维修 
 

尚钧 金晓峰 余文军 孔伟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医院放射治疗中心 750004 

 

医科达 Precise 是国内使用的放射治疗设备中保有量较高的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之一，科室使用的

该型号加速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MLC 无法运动‖故障，经对照相关图纸及资料很快找出了问题所

在，并及时修复了设备保障了放疗工作正常进行。因购置新件需要时间并价值较高，特对其过程总

结如下，希望对各位同仁有一定借鉴！ 

 
 
PE-117 

首次体位误差大小对放疗患者治疗过程中体位误差的影响 
 

黄群锋 

中山大学肿瘤医院 510060 

 

目的  患者第一次 CBCD 引导放疗图像的体位误差大小是否影响放疗过程中的摆位误差。  

方法  随机抽取 150 例头颈胸腹部肿瘤患者，在螺旋断层治疗机（Tomotherapy，Tomo）上进行治

疗，每次治疗前行兆伏级 CT 扫描，采集摆位误差数据。利用第一次体位误差的大小进行分组，分

析两组数据在治疗过程中的变化。  

结果  头颈部首次图像配准≥1.5mm 明显治疗过程中明显大于＜1.5mm（X 轴：≥1.5mm，

1.432±1.8，＜1.5mm 0.239±1.534；Y 轴：≥1.5mm，1.341±2.25，＜1.5mm 0.29±1.2，

P<0.001；Z 轴：≥1.5mm，2.368±1.877，P<0.001；＜1.5mm 0.442±1.25；P<0.001）；胸腹部

首次图像配准≥4mm 治疗过程中明显大于＜4mm（X 轴：≥4mm，-1.201±3.657，＜4mm -

0.561±2.882；Y 轴：≥4mm，1.626±4.855，P<0.05; ＜4mm 0.786±3.331，P<0.05；Z 轴：

≥4mm，4.251±3.93，P<0.001；＜4mm 0.1.212±2.09；P<0.001）。  

结论  在放疗体位固定中，首次图像匹配误差大者，在治疗过程中误差明显。所以降低首次误差减

少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体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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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18 

Retrospective analysis for the impact of Tomotherapy 

leaf open time to the gamma passing rate 
 

yue qi,duan jimei,xiao bing,wang zhiwei,yang xiumei,gu dan,xie lisiqi,li rongq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650032 

 

Objective  This research is aimed to extract machine control sinogram from the 535 clinical 
performed Tomotheray 
plan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af open time and gamma 
passing rate.  
Materials and method  Patient quality assurance was performed using ArcCheck for every 
patient before the patient treated on Tomotherapy. The leaf open time pattern was extracted 
from each patient archived plan data and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as conducted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af open time pattern and the 
gamma passing rate. The evaluated LOT pattern include: the maximum LOT of the sinogram, the 
minimum non-zeros LOT of the sinogram, the mean non-zeros time, the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jection time and the max LOT, the relative leaf count of leaves with LOT greater the max 
LOT minus 5ms(the peak near max LOT),the relative count of leaves with leaf open time lower 
than 100ms. Results: The relative leaf count of leaves with LOT greater the max LOT minus 5ms 
shows a negative significant relation with the gamma passing rate(Beta=-0.29,P<0.05).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leaf with LOT time near the max LOT may cause the 
gamma passing rate drop. The max LOT is very close to the projection time and the leaves with 
LOT near the max LOT time might do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close before the next move.   
 
 
PE-119 

IGRT 技术在肿瘤放射治疗中的意义 
 

张国军 黄艳萍 马国锋 尚钧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医院放射治疗中心 750004 

 

放射治疗技术已由过去的二维放疗发展为三维适形放疗(3DCRT)和调强放疗(IMRT)，可以大大降低

正常组织受量，提高肿瘤受照剂量，从而改善局控率和生存率。精确调强放射治疗在恶性肿瘤治疗

中带来的益处已经得到公认，调强放射治疗主要是通过更精确的与靶区形状一致的辐射剂量分布来

减少照射体积，提高肿瘤和正常组织的剂量差别，进一步提升肿瘤剂量以提高肿瘤局部控制率，同

时治疗靶区周边正常组织累及的减少还能降低治疗毒性和减少并发症。因此调强放疗对因局控差而

导致治疗失败的肿瘤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提高疗效的方式。 

治疗靶区(Clinic Target Volume，CTV)：治疗间(Inter-Section)运动和治疗中(Intra-Section)运动。

治疗间运的运动有两种方式动来源于每次治疗的摆位误差、病人消化和泌尿器官充盈状态的变化、

疗程中病人体重的变化和感觉上的变化、照射区域对剂量的响应及技术员的技巧；治疗中的运动来

自于靶区因呼吸、心脏等生理运动而引起的运动。如果这些运动的误差大于计划设计时的边界，治

疗就有误差。因此如何在以不牺牲 CTV 边界剂量为代价的前提下减少射野边界是进一步提高疗效

的关键，也是图像引导放疗技术(IGRT)需解决的问题。图像引导放射治疗是继三维适形放射治疗和

适形调强放射治疗之后,又一新的放疗技术,是提高放射治疗精度、保证放射治疗质量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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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20 

Elekta Precise 加速器“Thy Grid”故障检修 
 

余文军 尚钧 金晓峰 孔伟 

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 750004 

 

科室的 Elekta Precise 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运行期间，出现过几次开机―Thy Grid‖联锁无法自动清

除的故障，经根据连锁描述并对照维修资料以及电路图纸成功解决了该故障，现总结如下以与各位

同行共享。购置新件需要时间并价值较高，特对其过程总结如下，希望对各位同仁有一定借鉴！ 

 
 
PE-121 

Tomotherapy 治疗多发转移恶性肿瘤的 MVCT 引导方案探讨 
 

何汇朗 刘辉明 许森奎 姚文燕 林承光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510060 

 

目的 探讨应用螺旋断层放疗系统治疗多发转移恶性肿瘤时合适的 MVCT 引导方案。 

方法 将 48 例采用螺旋断层放疗的多发转移恶性肿瘤患者按靶区分布情况分为头胸、头盆和胸盆

组，于治疗分次内对各靶区分别行 MVCT 扫描，将所得图像与定位 CT 图像进行配准并记录摆位误

差值，对记录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算各靶区的临床靶区(CTV)到计划靶区(PTV)的外扩边界。 

结果 头胸组、头盆组和胸盆组患者两个部位的摆位误差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经过上段靶区的修正后，下段靶区的外扩边界在三维方向上均有所减小。 

结论 对于分离靶区的多发转移恶性肿瘤的螺旋断层放疗，不应单独使用任一部位的摆位误差值修

正整体摆位误差，建议采用分次内不同部位分别进行引导的图像引导方案。 

 
 
PE-122 

前列腺癌精确大分割放疗时直肠膀胱充盈对前列腺靶区 

位置的影响 
 

刘跃平 李晔雄 金晶 王维虎 房辉 王淑莲 宋永文 任骅 刘新帆 余子豪 戴建荣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100021 

 

目的  了解前列腺癌精确大分割放疗时直肠膀胱充盈或排空对前列腺靶区位置的影响 

病例和方法  22 例接受前列腺癌精确大分割放疗的病例，放疗方案为 5Gy/次，连续治疗 9 次，总

量 45Gy。定位前 2 周在 B 超引导下经直肠穿刺前列腺内植入纯金标记 3 颗，CT 定位前 1 小时排

空直肠膀胱，口服含肠道对比造影剂的溶液 1000ml 充盈膀胱，通过直肠内插置直肠扩张球囊并充

气 60ml 充盈直肠，定位时采用仰卧位，体膜固定，分别在直肠膀胱充盈、膀胱充盈直肠排空、直

肠充盈膀胱排空、以及直肠和膀胱均排空 4 种状态下进行 CT 定位扫描，扫描范围为全盆腔，层厚

3mm，扫描后 CT 图像上传至 Pinnacle 系统，以直肠膀胱均排空状态为基线片勾画前列腺和前列

腺内的金标位置，并且勾画膀胱范围作为尿量评估，将直肠充盈膀胱排空、膀胱充盈直肠排空、以

及直肠和膀胱均充盈 3 种状态下的 CT 片与基线 CT 片进行骨配准，其参数作为基线参数，然后再

进行手动金标配准，金标配准后的参数作为前列腺靶区配准参数，配准参数与基线参数之差作为前

列腺靶区位置移动范围。 

结果 22 例病例膀胱充盈时平均体积为 397.2±192.4 ml，排空时平均体积为 133.9±86.4 ml，直肠

充盈时体积为直肠球囊充气体积 60ml,排空时体积为 0 ml，直肠充盈使前列腺靶区位置向左移位

0.09±0.17 cm，向前移位 0.92±0.32 cm，向下移位 0.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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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膀胱充盈使前列腺靶区位置向右移位 0.01±0.09 cm，向前移位 0.02±0.20 cm，向下移位

0.20±0.29 cm，膀胱直肠均充盈使前列腺靶区位置向左移位 0.09±0.17 cm，向前移位 1.24±0.36 

cm，向下移位 0.49±0.52 cm。 

结论  直肠充盈或直肠膀胱均充盈主要使前列腺靶区位置向前下方移位，膀胱充盈主要使前列腺靶

区位置向下方移位，直肠充盈对前列腺靶区位置的影响远远大于膀胱充盈。 

 
 
PE-123 

前列腺癌精确大分割放疗分次治疗间和分次治疗内位置变动分析 
 

刘跃平 李晔雄 金晶 王维虎 房辉 王淑莲 宋永文 任骅 刘新帆 余子豪 戴建荣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100021 

 

目的  了解前列腺癌精确大分割放疗时分次治疗间和分次治疗内前列腺靶区位置的变动。 

病例和方法  28 例前列腺癌病例接受了 5GyX9 次的精确大分割放疗，定位前 2 周在 B 超引导下经

直肠穿刺前列腺内植入纯金标记 3 颗，CT 定位前 1 小时排空直肠膀胱，口服含肠道对比造影剂的

溶液 1000ml 充盈膀胱，通过直肠内插置直肠扩张球囊并充气 60ml 充盈直肠，定位时采用仰卧

位，体膜固定，然后 CT 定位扫描，扫描范围为全盆腔，层厚 3mm，扫描后 CT 图像上传至

Pinnacle 系统进行放疗计划设计，23 例病例的治疗计划传至 Synergy 加速器，病人每次大分割放

疗前进行 CBCT 扫描，扫描图像与计划图像进行骨配准记录摆位误差参数，然后通过前列腺内的金

标位置配准记录前列腺分次间位移参数，两次参数之差作为前列腺靶区位置分次放疗间的移动范

围，另 5 例病例放疗计划传至 Novalis 加速器，通过前列腺内金标配准后在治疗过程中通过

ExacTrac 系统实时跟踪金标位置变化，观察前列腺放疗中靶区位置的移动情况。 

结果  测量 23 例病例分析分次间位移变化，每例病例放疗 9 次，每次放疗前均测量靶区位置移动，

共计测量 207 次，左右移位（X 值）平均为 0.05±0.10 cm（0-1.20 cm），头脚移位（Y 值）

0.20±0.22 cm（0-0.94 cm），前后移位（Z 值）0.19±0.18 cm（0-0.86 cm），各方向超出 0.5 厘

米位移分别为 1 次（0.5%）、29 次（14.0%）、和 16 次（7.7%）；测量 5 例病例分次内位移变

化，每例放疗 9 次，每次放疗时监测测量金标位置移动 5 次，共计测量 225 次，放疗中平均靶区位

置移动左右（X 值）0.61±0.50 mm（0-1.85 mm），头脚方向（Y 值）0.68±0.69 mm（0-3.60 

mm），前后方向（Z 值）0.70±0.67 mm（0-3.36 mm），各方向超出 3 mm 移动分别为 0 次、2

次、和 2 次。 

结论 前列腺癌精确大分割放疗时分次间位移远远大于分次内位移，分次间位移必须校正后才能放

疗，分次内靶区位移尽管变化较小，但仍有必要监测分次内的靶区位移变化，以防患者放疗中因身

体位置变动所造成的靶区脱靶照射。 

 
 
PE-124 

逆向优化算法在宫颈癌三维后装放疗计划的应用 
 

刘志杰 朱小东 付庆国 杨海明 邓烨 罗庭军 杨超凤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30021 

 

目的  探讨逆向优化算法（IPSA）在宫颈癌三维后装治疗计划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60 例宫颈癌患者按靶区覆盖度分为临床可接受组（acceptable group, AP）和临床不可接受

组（unacceptable group，UAP），每组各 30 例患者。在每例患者的 CT 影像上，分别用三种方

式完成后装治疗计划：手动优化（GrO），不限制最大体积剂量的 IPSA1，限制最大剂量体积的

IPSA2。在 UAP 中分别再增加了另外两种不限制驻留时间离散度的 IPSA 算法，即 IPSA1-0，

IPSA2-0。处方剂量 7Gy/次。分析不同计划方式的剂量学参数、对驻留位驻留时间的影响及制定计

划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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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无论在 AP 还是 UAP 中，IPSA1 均较 GrO 及 IPSA2 著增加了靶区的覆盖度，但同时也增加

了靶区内的高量体积及危机器官接受的剂量（P<0.05）。在 AP 中， IPSA1 的 D90比 GrO 提高了

0.3Gy；在 UAP 中，IPSA1 比 GrO 只提高了 0.2Gy，并不能使 UAP 的靶区覆盖度达到临床可接

受。IPSA2 具有最低的危及器官剂量及靶区高剂量体积，但同时也均有最低的靶区覆盖度

（P<0.05）。在所有的计划方式中，靶区 D90与靶区高量（V150，V200）均呈线性相关。PSA1-0

与 IPSA2-0 虽然分别较 IPSA1 及 IPSA2 提高了 D90（P<0.05），但仍然不能本质上改变 UAP 的

计划靶区覆盖度，反而还增大了最大驻留时间及驻留时间的离散度。GrO 的最大驻留时间及驻留时

间离散度均小于 IPSA1（P<0.05）。IPSA1 的计划制定时间最短（P<0.05）。  

结论  逆向优化算法较手动优化可一定程度改善计划质量，但不能本质上的改变原计划的靶区覆盖

度。最大体积剂量参数可能不适合在三管宫颈癌后装计划的逆向算法中应用。选择适当的驻留时间

离散度限制值，可防止长驻留时间的产生。  

 
 
PE-125 

TomoTherapy 在全身照射中的应用 
 

曹俊华 李国文 郭跃信 霍佳 汤继刚 葛辰蕾 马雯芳 张松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报道 12 例 TomoTherapy 全身照射病例，其中再生障碍性贫血 3 例，单次照射，急性淋巴白

血病照射 9 例，6 次，介绍在制模、定位、靶区勾画、计划设计和治疗过程中的心得体验，并分析

其计划及验证结果。 

方法  由定位 CT 获取病人全身 CT 图像，在 CMS 医生工作站进行靶区和重要器官的勾画，传至

TomoTherapy 计划工作站进行计划设计，用 ArcCheck 三维半导体矩阵对计划实施验证，计划验

证通过后在螺旋断层放疗设备上完成对病人的全身照射。 

结果  急性淋巴白血病 6 次照射，单次剂量 2Gy，最低 95％的靶区接受 12Gy 的 100%处方剂量，

靶区适形度 CI 和均匀指数 H1 分别为 0.76 和 1.16。重要器官限制剂量达到临床要求，左晶体的最

大剂量为 3.32-3.56Gy，右晶体的最大剂量为 3.35-3.62Gy，肺的平均剂量为左侧平均 6.78-

7.36Gy，右侧 6.75-7.46Gy，左肾的平均剂量为 5.1-5.4Gy，右肾的平均剂量为 5.1-5．5 Gy；只

有两例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患者出现 1 级恶心、呕吐，其余均未发生放射毒性反应。 

结论  TomoTherapy 可以较好的完成全身的照射，肺的剂量可以降得更低，减少毒副反应。 

 
 
PE-126 

基于混合型 γ 照相/MDCT 影像的功能肺分区研究 
 

张英杰 王瑾 唐恭顺 柏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放射治疗是胸部肿瘤主要的治疗手段之一，但因此诱发的肺损伤限制了疗效的提高。对于非

小细胞肺癌（NSCLC），有研究表明近 30%的放疗病人会产生肺炎症状，其中 2%的患者因其死

亡。如果能在放射治疗前能获得清晰的病人肺功能分区，就能有针对性的进行放射治疗计划的设

计，通过降低功能肺剂量对其进行更好的保护，进一步的可以提高靶区剂量，使病人获得治疗的增

益。混合型 γ 照相/MDCT 系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材料和方法  选取肺癌患者，于治疗开始前行 CT（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AS+）增强模拟

定位。而后使用放疗用定位平板和热塑模对患者进行固定，行同机 SPECT/CT（GE Tandem 

Discovery 670，具备双 γ 射线探测板，16 排 CT）通气（V）、灌注（Q）3D SPECT 断层成像和

低剂量 CT 扫描。肺功能扫描时，首先将 99mTc 淋洗液雾化使患者均匀吸入，随即进行胸部低剂

量 CT 成像，之后行肺通气 SPECT 扫描；完成后，对患者注射 99mTc-MAA（microaggre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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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umin）行肺灌注断层扫描。在 MIM Maestro 系统中对放疗模拟定位 CT 图像（CTR），

SPECT/CT 的 CT（CTN）、V、Q 影像进行融合、重建、重取样和归一处理。SPECT 重建算法使

用 OSEM、迭代 8-10 次，重建后根据定位 CT 分辨率对 SPECT 影像进行重取样，并做 V、Q 归一

化。由于 SPECT/CT 同机获得了解剖（CTN）和功能影像（V、Q），二者坐标一致，可以保证空

间位置的精确对准；将 CTR 和 CTN 配准以获得功能影像体素和放疗定位 CT 体素间的对应关系。

分别利用 V、Q、V/Q 于 CTR 上以 10%，20%，30%，40%，50%，60%，70%，80%为阈值进

行功能区域的勾画，并比较三者间的一致性。 

结果和结论  相比较肺癌患者放射治疗前仅行简单的肺功能评鉴，本研究使用的方法能够准确的对

患者的肺部功能区域同时进行通气、灌注定量显影。确保 V、Q 的 SPECT 影像和 CT 影像解剖位

置的一致性的基础上，进行放疗定位 CT 肺功能分区的准确勾画。通过对实际临床病人的应用，可

以观察到相对于单灌注和单通气，V/Q 联合影像可以更有效的对功能肺区域进行区分。 

 
 
PE-127 

调强放射治疗技术结合仰卧位体位固定技术应用于全脑 

全脊髓照射 
 

邹喜
1,2,3

 陈龙建
1
 郭飞宝

1,2,3
 洪金省

1,2,3
 何清

1
 张纬建

1,2,3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福建省肿瘤个体化主动免疫治疗重点实验室 

3.放射生物福建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真空垫加热塑型网膜仰卧位固定技术应用于全脑全脊髓调强放射治疗的可行性。 

方法  患者取仰卧位，体垫真空垫，双手置体侧，以热塑型头颈肩膜及体膜结合真空垫固定体位，

治疗采用调强放射治疗技术，以 Varian Trilogy5918 直线加速器的 6MV-X 线进行全脑全脊髓照射+

后颅凹加量照射。第一阶段先行全脑全脊髓照射（CS）：治疗计划设计三个等中心（脑、胸部、

腹部三个等中心点，交界部分冷热点区域利用小权重射野的多叶光栅进行调整），处方剂量：全脑

全脊髓 D.T. 28.8Gy/18fx，3.6w。第二阶段行后颅凹加量照射，处方剂量为 D.T. 25.2Gy/14f，

2.8w。正常组织如脑干、视神经、视交叉、晶状体、眼球等参考 QUENTEC 进行限量。  

结果  共有 2 位髓母细胞瘤患者接受全脑全脊髓照射，均采用调强放射治疗技术结合真空垫加热塑

型网膜仰卧位固定技术。两例患者的剂量分布合理，射野交界部分未发现小于处量剂量 93%的冷

点和大于处方剂量 110%的热点。摆位重复性好，患者配合度高。  

结论  调强放射治疗技术结合仰卧位体位固定技术应用于全脑全脊髓照射方法可行，简便，舒适性

好，值得进一步研究。 

 
 
PE-128 

基于脚本的加速器治疗床轮廓的自动勾画 
 

王强 柏森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物理技术中心 610041 

 

目的  利用 Pinnacle 放疗计划系统的脚本功能结合 Python 语言自动勾画加速器治疗床的外轮廓，

用以辅助放疗计划的设计。 

方法  将加速器治疗床板通过 CT 模拟机扫描，获取加速器床板的断层 CT 图像。在 Pinnacle 计划

系统中导入加速器床板 CT 图像，并对加速器床板外轮廓进行勾画。利用 Pinnacle 计划系统自带的

脚本功能调用 Python 语言，从底层 plan.roi 文件提取并存储加速器治疗床的外轮廓数据。然后在

病人计划中调用脚本中的 RoiList.Last.EditCurve 命令，将加速器治疗床的外轮廓以 ROI 的形式加

载到相对应的 CT 图像层面的相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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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通过 Pinnacle 计划系统自带的脚本自带功能结合 Python 语言能准确地将加速器治疗床的外

轮廓信息以 ROI 的形式加载到治疗病人放疗计划的 RTStructure 中，并且不会危害病人文件数据的

安全。 

结论  基于 Pinnacle 脚本能实现加速器治疗床的自动勾画，有助于物理师设计放疗计划。通过进一

步完善脚本功能，可以在 Pinnacle 计划系统中实现精确计算加速器治疗床对病人体内剂量分布的

影响。 

 
 
PE-129 

头颈肩膜不耐受降低放疗精确度 
 

符天晓 徐文涛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探讨头颈肩膜诱导的患者不耐受是否降低放疗精确度，验证改进方法的可行性。  

方法  搜集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7 月笔者医院采用头颈肩膜固定放疗的患者 672 例，其中干预

组 408 例模具固定时采用改进方法，264 例对照组未采用。采用 Philips Big Bore CT 定位扫描，测

量 C4 前缘软组织宽度；通过 Pinnacle 治疗计划系统(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 TPS）制定放疗

计划，生成 0 度和 90 度机架角数字化重建放射图像(digitally reconstructed radiography, DRR)。

模拟定位机复位：核通 Nucletron 模拟定位机采集 0 度和 90 度正交图像，和 TPS 生成的 DRR 进

行比较，研究患者的体位误差；同时研究患者对头颈肩膜的不耐受。复位间距时间为模具固定至复

位间隔时间。统计方法：数据分析应用 SPSS16.0 软件处理，对于年龄、KPS、C4 前缘软组织宽

度、脸谱疼痛评分、复位间隔时间、文化程度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对于性别、体位（自主和

被动）、干预方法采用秩和检验。把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意义的因素进行 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

误差值分≤2 和 2~5 两类。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总不耐受率下降了 3.70 %。左右方向误差值最大，头脚方向最小。单

因素分析头脚、腹背、左右方向误差均与 KPS、C4 前缘软组织宽度、脸谱疼痛评分、复位间距时

间、性别、干预手段相关（P<0.001)；除此之外左右方向误差与文化程度也相关（P<0.001)。多因

素分析结果表明：头脚、腹背、左右方向误差均与 KPS、C4 前缘软组织宽度、性别、制模干预与

否相关（P<0.001)；除此之外左右方向误差与年龄也相关（P<0.001)。45-55 岁、低文化程度女性

并不是误差较大的特殊群体。  

结论 （1）规范的头颈肩热塑面膜制作会减轻患者的不耐受。（2）规范的头颈肩热塑面膜制作可

以降低放疗误差。（3）三维方向中，各方向误差不同，应考虑计划设计时不同的 PTV 外放。

（4）影响患者三维方向误差的临床因素是复杂多样的。（5） 误差的多因素分析可能会为未来制

定头颈肩膜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规范提供参考，对进行提高放疗精确度分层研究奠定基础。 

 
 
PE-130 

基于 CBCT 图像进行 3D 剂量验证的可行性分析 
 

毛荣虎 程秀艳 李定杰 王建华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目的  利用 CBCT 图像进行 3D 剂量验证分布的可行性分析。 

方法  选取 5 例 VMAT 宫颈癌病例，首先利用 MIM 软件将加速器首次复位的 CBCT 图像于计划 CT

图像融合，通过形变配准功能将计划的轮廓和剂量转换到 CBCT 图像上。利用 ArcCHEACK 的

3DVH 软件对复位的 CBCT、转换的轮廓、转换的剂量，结合加速器实际出束的剂量分布进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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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DVH 软件能够利用复位的 CBCT 图像进行 3D 剂量验证；利用 3DVH PDP 算法分析靶区

CTV 剂量参数 DI00、D95＜2%，直肠和膀胱 V50、V45、V40 ＜10%，V50 最大误差为 25%，平

均剂量＜3%，股骨头 V50、V40＜3%。 

结论  盆腔部肿瘤患者，膀胱和直肠的充盈程度不同是引起误差的最主要原因。本研究中每次定位

前准备条件一致，膀胱体积变异仍较大，我们利用 3DVH 软件分别对计划影像和治疗时的 CBCT

影像进行 VMAT 的 3D 剂量分析，结果显示膀胱 V50 最大误差为 25%。下一步我们会对整个治疗

过程中的 CBCT 验证图像进行剂量评估，正确了解解剖位置的变异带来的剂量学影响，为临床自适

应放疗提供依据。 

 
 
PE-131 

重离子治疗肿瘤的原理 
 

冯利霞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 733000 

 

     目前，治疗肿瘤主要有三种方法：手术，放疗和化疗。而国内的放疗主要是光子放射治疗，但

是，由于有些肿瘤的部位较深，耐受性较高，传统的放疗无法解决，这就需要重离子放射治疗。重

离子有足够的放射剂量能到达体内更深部位的肿瘤。能到达皮肤下 30 厘米深的组织，明显提高对

肿瘤的控制能力;对比传统放射方式，到达肿瘤部位的放射能量能大大的提高，其幅度 35%。重离

子治疗可以明显减轻肿瘤周边正常组织的损害及副作用，减少放疗和化疗同时应用对正常组织的毒

性，通过提高日照射剂量而明显缩短疗程，减少第二原发肿瘤的发生率。 

 
 
PE-132 

浅析质子和重离子治疗技术 
 

康凯丽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 733000 

 

     放射治疗是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一门多学科综合性较强的专业。这是一门年轻的学

科，至今只有百余年历史，但是却有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放射治疗领域中的各种高新技术日益

增多，放射治疗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RT）、三维适形放射治疗

（3D-CRT）以及调强适形放射治疗（IMRT），―质子治疗‖和―重离子治疗‖成为公认的治疗癌症的

好方法。 

 
 
PE-133 

放射治疗固定与摆位的误差研究 
 

李文祺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 733000 

 

     当今世界，肿瘤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几大病症之一，放射治疗是肿瘤治疗的主要手段。随着

科技的不断进步，放疗设备和技术都取得很大发展，放射治疗已从常规放疗发展到了适形治疗、调

强治疗、图像引导治疗、质子治疗、重离子治疗等，在提高了治疗效果的同时也对放疗的定位摆位

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放射精准度会对肿瘤的控制和治疗效果产生直接性影响，这就需要更加

精确的体位固定技术。本文重点介绍国内近年来对于放射治疗固定摆位的研究进展，总结各部位肿

瘤放射治疗固定摆位误差发生的原因，以及缩小误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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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34 

医学图像融合技术在肿瘤精确放疗中的应用 
 

马霄云 祁英 杨晓东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 733000 

 

    本文主要目的是对医学图像融合技术在肿瘤放射治疗中的临床应用进行探讨。医学图像融合技术

在肿瘤放射治疗中的临床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医学影像融合技术的类别、使用方法以

及实施的过程进行了分析。通过医学图像融合技术，我们可为临床治疗提供准确的定位，从而不断

提高肿瘤学诊断的灵敏性以及准确性。除此之外，医学图像融合技术在肿瘤放射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还有利于恶性肿瘤在病变部位的控制，从而不断提升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 

 
 
PE-135 

无 IGRT 条件下大分割放疗可能性探讨 
 

王紫珩 孟万斌 祁英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 733000 

 

[目的]三维适形及调强放疗在提高肿瘤照射剂量的同时有效降低周围正常组织受量，因而得到越来

越广泛的应用。随着计算机和肿瘤影像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肿瘤及其周围正常组织和结构上的虚拟

三维重建及显示技术，不断寻求减小误差的方法，使各项误差降到最小。这同时也要求定位及摆位

更加精确，但定位及摆位误差只能减小不可能完全消除。本文将讨论分析在我院现有条件下患者的

最优治疗次数与实行大分割放疗的可能性。 

 
 
PE-136 

肿瘤放疗技术发展及应用现状 
 

杨晓东 孟莉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 733000 

 

   本文阐述了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RT）、三维适形放射治疗（3D-CRT）以及调强适形放射治疗

（IMRT）等肿瘤精确放疗技术的概念、特点、发展历程及其临床应用近况，指出作为癌症治疗领

域三剑客之一的放射治疗将以―精确定位，精确设计，精确治疗‖为基础更好的发挥其优势与作用。 

 
 
PE-137 

双点源机头模型结合筒串卷积算法实现调强治疗计划三维独立剂

量验算的研究 
 

朱金汉 王彬 梁健 刘小伟 陈立新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510060 

 

目的  建立医用直线加速器的双点源机头模型，结合筒串卷积（collapsed-cone 

convolution/superposition，CCCS）算法实现调强治疗计划三维独立剂量验算。 

材料与方法  分别对 Varian 的 Trilogy 以及 Elekta 的 Synergy 两种类型的直线加速器建立双点源机

头模型，结合 CCCS 剂量算法，计算三维剂量分布。与电离室水箱扫描数据比较规则野的 Scp，

百分深度剂量以及离轴剂量分布确认计算模型。两种加速器分别各选取 12 例共 24 例调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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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对 TPS 计算结果进行了独立验算，并且与 MapCheck2 矩阵探测器测量结果进行了比

较。 

结果  矩形野中心点剂量偏差均小于 1%，射野内相同位置二者剂量偏差≤1%，半影区域位置偏差

≤1mm。采用 3%/3mm 标准的 Gamma 分析，比较矩阵探测器测量结果以及对调强计划独立验算

的结果，其通过率均大于 90%。 

结论  建立了基于双点源机头模型结合筒串卷积算法实现调强治疗计划三维独立剂量验算，对规则

射野及调强治疗计划的验证比较，表明该方法和计算模型可用于临床计划的三维独立剂量验算。 

 
 
PE-138 

加速器高能射线(15MV)引起的残留辐射的初探 
 

王宇 

四川省第二医院 610041 

 

目的  研究高能射线出束结束后的电离辐射情况 

方法  选择可以产生 15MV 高能 X 射线的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 Electa Synergy，用 15MV 的高能射

线照射 15X15X15cm3 体积的水箱，分别开设 5X5cm2，10X10cm2 与 15X15cm2 的照射野，对

每一照射野均出束 50MU，100 MU，300 MU 的射线。假设 X 射线与水碰撞的相互作用过程是各

项同性的，将 X 射线剂量监测仪 polimaster（白俄罗斯生产）放置在距离水箱 2m 的位置，水箱中

心位置为加速器等中心位置（100cm），每隔 5 秒记录一次监测仪所在位置的剂量当量率。记录时

间为 30 分钟。 

结果  (1)射线源关闭后，剂量当量率呈非线性的跌落，并且在某个时间段内，监测仪所在位置的剂

量率有上升的反弹现象。(2)对于同一个照射野，跳数为 300Mu 的射线产生的剂量率最高，其次为

100Mu 和 50Mu 的射线。即剂量当量率> > 。(3)对于相同跳数的射线，不同面积大小的射野产生

的剂量当量率没有明显的规律，即剂量当量率不决定于射野面积。 

结论  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使用 15MV 的光子进行治疗时所引起的残留辐射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PE-139 

基于三维在体剂量监测手段评估加速器参数及靶区体积的变化对

肺癌调强放疗临床剂量的影响 
 

李盈辉 
1,2

 朱金汉
1
 刘小伟

2
 陈立新

1
 

1.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州，510060 

2.中山大学物理学院 广州 510000 

 

目的  评估 EPID 3D 在体剂量验证对几种可能的参数误差所引起的肺癌临床剂量变化的敏感性。 

方法  选取几组肺癌调强病例，用肺体膜（内含模拟肿瘤靶区）做测试，并通过 EPID 采集体膜的

透射射线图片并转化为 3D 剂量。4 种可能的参数变化被模拟：治疗过程中靶区体积的变化，MLC

的位置误差，gantry 角度误差，collimator /治疗床角度误差。所有 3D 在体剂量都与未做修改的原

计划 TPS 的剂量进行 Gamma 通过率比较，同时作为参考，所有变化参数的计划也都在 TPS 中进

行剂量计算并与原计划进行 Gamma 通过率比较。 

结果  使用 EPID 3D 在体剂量验证可以灵敏地检测到参数变化所引起的剂量变化，对靶区体积变化

所引起的剂量变化尤为明显。 

结论  使用在体剂量验证可以及时地发现治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可为自适应放疗和剂量引导放

疗提供剂量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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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40 

腹盆部肿瘤精确放射治疗摆位体会 
 

王雄伟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30001 

 

目的  腹盆部在日常治疗中，难度较大，变化较大，以规范摆位技术 

方法  在有 CBCT 图像引导技术的直线加速器上进行误差比较 

结果  根据图像结果，进行手动和自动配准，通过挪床，重新摆位，误差范围减小 

结论  患者保持定量体重 

 
 
PE-141 

放射治疗中治疗床三维坐标参数的采集及应用 
 

韩勇 刘博宇 王博宇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目的  通过采集 CT 定位时 X、Y、Z 数据推算放射治疗床三维坐标参数,提高摆位精度和摆位效率。 

方法  测量治疗床在三维坐标原点时与机架等中心点位置的关系，据此确定 CT 床与定位激光线中

心的相对位置，此位置即为 CT 床三维坐标原点位置。此时定位激光系统显示 X=0；CT 床的高度

数据显示为 75mm，即 Z=75mm；CT 床纵向位置的显示数据可以在 CT 机上归零即 Y=0。当患者

靶区等中心坐标确立后，可得到 CT 床的三维坐标参数：X 值为定位激光系统显示的 X 值；Z 值为

CT 机架上显示的高度值减 75mm 后所得差值的负数；Y 值与 CT 机架上进出床参数相同，可直接

读取。通过对 20 例直肠癌术前放疗的患者治疗中每周采用上述摆位方法与传统的激光线对位方法

进行双次摆位，每次摆位后各行 KV-CBCT 扫描，每例患者共扫描 10 次，分析不同摆位方式的摆

位误差变化情况。 

结果 经激光灯摆位后的治疗床实际三维坐标参数与 CT 定位取得的参数 X、Y、Z 平均误差分别为 

0.05cm、0.08cm、0.07cm。CT 定位取得参数摆位时，图像引导匹配误差与激光灯摆位相同。 

结论  通过 CT 定位取得的治疗床三维坐标参数与激光灯摆位具有相同的摆位精度，可以作为放疗

摆位互相佐证重要参数，在摆位中可以提示系统和人为差错，能够帮助放疗技术人员提高摆位精

度。 

 
 
PE-142 

基于电子射野影像系统和胶片剂量计对动态多叶准直器的叶片位

置和速度的定量分析 
 

李盈辉 
1,2

 陈立新
1
 庄永东 

1,2
 王彬

1
 朱金汉 

1
 刘小伟

2
 

1.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州，510060 

2.中山大学物理学院 广州 510000 

 

目的  基于电子射野影像系统和胶片剂量计实现对 MLC 叶片位置和速度的定量分析  

材料和方法  一、以动态 MLC 方式设计多个 picket fence 计划，通过 EPID 和 EBT3 胶片测量并提

取半高宽值并根据半高宽-窄条刻度关系转化为测量的窄条宽度。二、以 0.5cm 宽的窄条滑窗形成

14×20cm2 的射野，固定出束剂量率，通过改变总出束剂量来改变 mlc 叶片的运动速度。对速度的

定量分析考虑了透射剂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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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PID 和胶片对 MLC 位置的分析结果之间的偏差小于 0.1mm。EPID 和胶片分析得到的速度

profile 趋势一致，但 EPID 的结果要好于胶片.通过引入的速度偏差的分析可以知道，对速度的定量

分析结果与预设结果的偏差大约为 0.01cm/s. 

结论  基于 EPID 和胶片可以实现 MLC 叶片位置和速度的精确定量分析，为 MLC 的质量保证提供

更直观的评估。 

 
 
PE-143 

瓦里安 IGRT 碳纤维治疗床对放疗剂量的影响 
 

王辉东 时颖华 夏文明 葛超 陈坤志 杨旭 高岩 董丽华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瓦里安 IGRT 碳纤维治疗床对精准放疗的剂量影响。 

方法  采用等中心照射，将 30*30*20cm3 的固体水放置于瓦里安 IGRT 治疗床上，模体的中心与加

速器等中心重合，设置两组入射角度，一组为 0°-80°，一组为 100°-180°,10°为间隔，以及两组拉

弧：一组为 180.1°-230°加 130°-180°，另一组为 310°-50°；瓦里安 TrueBeam 加速器，6 MV、6 

MV FFF、10 MV、10 MV FFF X 射线，10cm*10cm、6cm*6cm、4cm*4cm、3cm*3cm 照射野；

模体在床板位置：头部、中部、尾部；使用德国 IBA FC65-G 电离室分别测量各角度照射时等中心

的剂量，并计算出穿透率；采用瓦里安 Eclipse 计划系统，添加 IGRT 床板（选择

thin/medium/thick 以及设置 CT 值），计算以上的测量模型。 

结果  6MV 射线，射野 10cm*10cm，入射角为 180°，IGRT 床板的头、中、尾部穿透率为

97.4%、97.1%、96.9%，在 120°附近穿透率最低分别为：95.6%、95.1%、94.8%。Eclipse 系统

添加床板的 CT 值设置内部为-950Hu 和外部-450Hu 时，以上计算值分别为：180°：97.9%、

97.8%、97.8%，120°附近:97.1%、97%、96.9%。其他能量和射野的透射率与上结果相近。 

结论  瓦里安 IGRT 床板的透射率在 95%-97.5%之间，对精确放疗的剂量影响值得我们注意，如果

采用 Eclipse 的虚拟床板，能有效减少床板的影响，需要合理设置虚拟床板的 CT 值。 

 
 
PE-144 

加速器自动治疗系统的可行性探讨 
 

刘明君 李险峰 傅炜 张佳妮 王雄伟 孟瑞娟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 030001 

 

目的  放疗是将先进科技应用到医学领域的典范，精确放疗技术已趋成熟，不远的将来，实时监控

和自动化治疗将不是构想。硬件上需要的技术支持已经快速发展，谷歌自动驾驶技术为这一构想提

供了范本。 

方法 加速器自动治疗系统的核心是人工智能以及全方位的传感系统，恰如人的大脑和感官。病人

进入治疗室采用面部识别技术确认患者信息。安装在加速器上的传感系统包括机头两侧近距摄像

头，CBCT 两臂上的摄像头，EPID 两侧摄像头共六个高清摄像头，同时对治疗中病人无死角实时

监控，配合加速器机房远距监控摄像头工作。机头安装麦克风，系统识别并剔除背景噪音，监听异

响。LaserGuard 系统提供防碰撞功能，保护机头与病人，治疗床，以及病人固定装置不发生碰

撞。病人佩戴手环，监测病人脉搏，还可以使用电极片监测心电，检测到的信号无线发射到机房内

接收装置，再通过有线方式传至控制室。现有的呼吸门控技术可以实时观测到病人呼吸曲线。整合

摄像和呼吸曲线，心电，脉搏以及声音的监控信息到控制室治疗系统中。治疗系统采用双模式，保

留传统人工界面，可选择进入智能自动治疗模式，治疗师完成摆位后，识别病人信息确认无误，系

统自动从服务器下载本次治疗计划，调用计划并检测治疗中心是否变动，计划传输是否正确，确认

后治疗开始，机架，准直器，MLC 将自动走位校验并出束，依次执行所有治疗野。治疗中，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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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病人状态，如监测到异常大幅度移动、异响、呼吸、脉搏、心电剧烈变化等可能反映病人发生

意外情况，系统将自动停止治疗并报警，机架角度归零，门机连锁打开防护铅门，救援人员准备进

入。机器发生故障连锁或者检测到碰撞危险系统将停止治疗。拍摄 CBCT 和 EPID 同样可以在系统

操控下自动进行，根据海量数据库的信息分析比对出可信的位置误差，系统自动选择移床还是放弃

移床。治疗完成后回传治疗记录和数据至服务器，并提示治疗完成。 

结果 除外病人摆位，整个治疗过程不需要治疗师的参与。人工操作出错概率要高于计算机程序，

而仅仅依靠人眼对监控画面的不连续观察往往不能实时和全面，在很多重复性工作领域，计算机比

人工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结论 也许科幻电影中智能治疗舱的技术将来能够实现，这取决于传感技术的先进程度，相关信息

化和智能化技术的高度发展。 人工智能在放射治疗领域的应用前景光明，加速器自动治疗系统提

供快速高效，安全全面的实时监控治疗，将有可能率先取得临床应用。 

 
 
PE-145 

医用直线加速器入射电子打靶能量对其剂量学参数的影响 
 

韩俊杰
1
 朱金汉

2
 陈立新

2
 梁瑜

1
 潘燚

1
 刘小伟

3
 

1.广东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放疗科 

2.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3.中山大学物理学院 

 

目的  研究医用直线加速器入射电子打靶能量对其剂量学参数的影响。 

方法  利用蒙特卡罗软件包 EGSnrc 结合 BEAMnrc 针对 Varian 

Trilogy 6MV，模拟计算不同入射电子打靶能量的相空间文件，而后把相空间文件作为源，用

DOSXYZnrc 模拟计算其在水体模中的剂量分布。 

结果  入射电子打靶能量对 PDD 的影响小，而入射电子打靶能量对小野和中野的 OAR 影响小，但

对大野的 OAR 影响大，入射电子打靶能量每降低 0.1MeV，在水下 5cm 处离轴距离为 14.5—

19cm 这一范围内 OAR 的平均值就上升约 0.98%。 

结论  大野的 OAR 对入射电子打靶能量敏感，利用大野的 OAR 测量值能快速的确定模拟所需的入

射电子打靶能量，从而节省了调试入射电子打靶能量所需的时间。 

  
 
PE-146 

乳腺癌根治术患者与保乳术患者在放射治疗过程中的 

摆位误差分析 
 

朴世琪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0081 

 

目的  分析比较乳腺癌根治术患者与保乳术患者的摆位误差。 

方法  随机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我科治疗的 33 例乳腺癌患者，其中保乳术后患者 15

例记为 A 组，根治术后患者 18 例记为 B 组，A,B 两组均采用乳腺托架固定，患侧手臂上举的方式

进行摆位，图像验证前均采用相同方式勾画配准框：配准框包括椎体，胸骨柄，患侧胸廓及全部靶

区。然后利用千伏级锥形束 CT（kv-CBCT）采集治疗前图像，并与计划 CT 图像进行自动配准，

得到治疗前的摆位误差并使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A 组在三维轴向线性摆位误差分别为 X 轴-0.11±0.49mm、Y 轴 0.51±0.36mm、Z 轴-

0.52±0.76mm，在三维平面的旋转误差分别为 X 0.85±1.58°、Y 0.14±1.95°、Z 1.2±1.07°。B 组在

三维轴向线性摆位误差分别为 X 轴-0.07±0.48mm、Y 轴 0.11±0.31mm、Z 轴-0.67±0.52mm，在三

维平面的旋转误差分别为 X 0.21±1.23°、Y -0.83±1.34°、Z 0.29±2.02°。 对 AB 两组数据进行 t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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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P 值分别为 0.082、0.002、0.510、0.198、0.102、0.110。AB 两组误差数据在 X 轴和 Z 轴以

及旋转方向上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在 Y 轴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保乳术后患者在头脚方向的误差高于根治术患者，建议患者严格保证体表标记的准确性，治

疗师在摆位过程中应更加认真负责。 

 
 
PE-147 

肝癌 SBRT 放疗技术的建立——复旦肿瘤经验介绍 
 

姜睿 来松涛 汪隽琦 赵静芳 王佳舟 许青 任珺 龚敏 赵建东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介绍我院建立的肝癌立体定向放疗（SBRT）技术的临床应用细节。 

方法  回顾性总结 2011-2016 年间收治的采用 SBRT 技术放疗的肝癌病人的技术资料，从适应征的

选择、体位固定、呼吸运动管理、靶区勾画、处方剂量及计划设计、照射实施和影像引导、疗效和

毒副作用观察及随访等方面对 SBRT 技术进行经验总结。 

结果  共收集分析了技术资料和随访资料完整的 13 例 SBRT 肝癌病人，其中原发性肝细胞性肝癌 4

例，转移性肝癌 9 例；男性 7 例，女性 6 例，年龄 23-75 岁（中位年龄 58 岁）；确定的 SBRT 的

适应征如下：1）≤3 个病灶；2）病灶最大直径≤6cm；3）有足够体积的正常肝脏接受较低的剂量

（至少 700ml 肝脏接受剂量≤15Gy，3 次）。采用仰卧位加真空垫体位固定，病人双臂抱肘置于额

头。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呼吸运动的管理方法，包括采用 4D-CT 个体化外扩靶区、

呼吸门控技术、ABC 技术、厂家提供的腹部压迫固定器具、及我院自制腹部压迫个体化器具（已

申请专利）等。其中 5 例使用腹部压迫技术，5 例使用 ABC 技术，3 例采用 4DCT 确定 PTV 边

界。靶区勾画仅包括 GTV，根据不同的固定及呼吸运动管理方法外扩 0.5-0.8cm 生成 PTV。处方

剂量及分割为：12-14Gy/3Fx（BED 79.2Gy-100.8Gy，α/β=10Gy），处方于 80%等剂量线上（包

绕 95%以上的 PTV，等中心点为 100%）。正常脏器限制：1.正常肝脏：总肝脏－GTV 平均剂量< 

15Gy 至少 700ml 正常肝脏接受的剂量 <15Gy ；2.肾脏：双肾（体积之和）：V15< 35% ；3. 胃

肠：Max <30Gy；4.脊髓：Max <18Gy；5.心脏：Max<30Gy；计划设计采用 3DCRT（11 例）和

Rapid Arc 技术（2 例）。图像引导均采用 CBCT 完成，内在标记物根据病人的情况分别使用了之

前介入治疗沉积的碘油（7 例）、病人的肝囊肿（2 例），植入的金属粒（2 例）及肝脏的外轮廓

（2 例）。随访疗效：12 个月的局部控制率为 86%。无 III 级及以上毒副作用发生。失败方式以放

疗野外复发及远处转移为主。 

结论  通过放射物理和临床配合建立的肝癌 SBRT 技术是安全有效的，为进一步的前瞻性临床试验

和常规治疗病人建立了技术规范。 

 
 
PE-148 

射波刀治疗系统的精确度评价 
 

陈华明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是评价整个射波刀治疗系统的精确度，并使用几个探测器来估计射波刀治疗系统的输出因

子。 

方法  在一个拟人化的头部模型中测定目标定位的精确度，该模型中含有球形目标、基准标记，以

及两片薄胶片。通过比较治疗计划中的剂量范围与在暴露的模型中测量的剂量范围，来计算其位

移，从而确定其精确度。使用六个不同的检测器，对所有准直仪的输出因子进行测量，检测器由二

极管检测器、 X-Omat V 胶片、Gafchromic EBT（电子束技术）胶片，以及 0.015、0.125 和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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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厘米容量的电离室组成。使用最大准直仪的输出因子校对每个准直仪，使之标准化。我们进行

了端到端的 E2E 测试和通用胶片剂量测定法，对射波刀治疗系统的目标定位进行了估量。 

结果  颅骨跟踪模式和基准跟踪模式的定位误差分别为 0.956 毫米和 0.923 毫米。我们可以确认整

个系统的精确度小于 1 毫米。对于较大的准直仪，六个探测器的输出因子呈现出良好的一致性。对

于小于 15 毫米的准直仪，不同检测器的输出因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结论 对于小于 15 毫米的准直仪，不同检测器的输出因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由于在狭窄的兆

伏级 X 射线束中，存在侧向电子失衡，并且剂量梯度比较陡峭，从而引起在电离室和二极管探测器

中的这些差异。因此，Gafchromic EBT（电子束技术） 胶片被认为比其他探测器更准确。 

 
 
PE-149 

盆腔肿瘤放射治疗过程中膀胱残余尿量对于放射治疗精度及摆位

误差的影响分析 
 

高广禄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医院 361003 

 

目的  由于目前对于放射治疗精度的提高和照射野面积进一步缩小，所以对于盆腔肿瘤放射治疗过

程中膀胱残余尿量的多少对于放射治疗的精度及摆位误差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作出以下分析。 

方案  随机选择本院 2015 年 9 月～2016 年 5 月收治的盆腔患者 208 例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均

采用瓦里安的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接受根治性放射治疗,给予真空袋固定,放疗前五分钟进行残余

尿量的测定,采用 CBCT 验证盆腔肿瘤放射治疗时患者前后(Z)、左右(X)、头脚(Y)方向上的误差, 所

有患者在全部放射治疗中进行 1032 次 CBCT。扫描后重建获取 CBCT 影像与原计划 CT 影像做配

准校正,获取前后(Z)、左右(X)、头脚(Y)三个方向的线性误差数据,分析放射治疗过程中膀胱残余尿

量对于放射治疗精度及摆位误差的影响。 

结果  盆腔肿瘤患者放射治疗时每次膀胱残余尿量控制在与定位时相比 15%以内，这样才能有效保

证放射治疗及摆位的精度。 

结论  盆腔肿瘤放射治疗过程中膀胱残余尿量的测定控制在与定位时相比±15%以内。对于精确靶区

治疗及摆位有很好的临床意义,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E-150 

Case Report on Treating Systemic Leukemia Cutis with 

Helical Tomotherapy 
 

Xiaolong Hu 

空军总医院 10000 

 

    Specific skin lesions in are leukemia cutis rarely seen clinically, which usually occurs after the 
remission period. However, the condition progresses rapidly, invades whole body skin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poses great impacts on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self-image and the dignity 
of death. Since these specific skin lesions don't respond to traditional treating methods including 
chemotherapy, there is currently no effective treatment. The patient reported in our study 
received multiple chemotherapies after which her bone marrow disease was effectively controlled. 
Meanwhile, her skin lesions progressed to systemic cell infiltration. A total skin helical 
tomotherapy with parameters at 16Gy/8f/10d was conducted in our hospital after which the 
condition of skin infiltration went into an initial remission, and papules as well as nodules 
completely disappeared. The whole treating process went on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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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electron total skin irradiation, besides covering patients' whole body, 
our method guaranteed a better distribution of dose, a higher local dose, a greater dose accuracy 
and an enhanced adaptability in special targeted exposure areas. 
 
     Our research provided a pilot therapy which is efficient, feasible and practical for leukemia 
cutis patients with systemic cell infiltration. Further studies are required to tackle issues of dose 
models. 
 
 
PE-151 

脑恶性胶质瘤患者治疗后复发模式 
 

王婷婷 钱普东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脑恶性胶质瘤（WHO3-4 级）患者治疗后复发模式，想借此指导放疗中

临床靶区的勾画。 

方法  对我院 2010-2014 年收治的脑恶性胶质瘤（WHO 3-4 级）术后患者 35 例（年龄 7-77 岁，

中位年龄 59 岁，男性 20 名，女性 15 名）进行随访，随访终点是患者死亡或确诊复发。收集放疗

前 MRI 图像（T1W、T2W）、及放疗后每 2-3 月 MRI 图像（T1W、T2W、功能成像）。前后比对

MIR 图像，分析形态学改变：（MRI 增强区域性质和距手术区的距离以及纤维束改变）和功能学改

变（灌注改变、动态波谱分析改变）情况，诊断有无复发，并分析复发部位与术腔位置关系，评估

复发的模式：术腔内复发、术腔边缘复发（据瘤床 1.5cm 内）、弥散性复发（从术腔延续沿纤维束

走行复发、沿室管膜复发；沿脉络膜及脊髓腔复发）、远隔部位复发（除外弥散性复发，据瘤床

1.5cm 以外）。 

结果  随访 6-48 个月不等，平均随访 13 个月，35 例患者中 17 例（49%）诊断为复发，复发时间

6-30 月不等，平均复发时间 13 个月。3 例（18%）术腔内复发，13 例（76%）瘤床边缘复发，弥

散性复发中 10 例（59%）沿纤维束复发，4 例（24%）室管膜复发，2 例（12%）脉络膜及脊髓腔

转移，1 例（6%）远隔部位转移。17 例患者中，11 例（65%）为多灶复发（同时存在 2-3 种复发

模式），6 例（35%）单灶复发。 

结论  脑恶性胶质瘤患者术后放疗后复发模式主要是术腔边缘复发和弥散性复发中沿纤维束复发，

并以多灶复发为主。但随着患者生存时间的延长，远处复发比例将明显上升，亦值得关注。根据

NCCN 指南，临床靶区多能包括术腔及其边缘，目前放疗靶区勾画重点是关注弥散性复发，明确肿

瘤周围纤维束改变（移位、水肿、浸润、中断），室管膜、脉络膜及脊髓腔受侵情况。由于本研究

病例较少，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偏颇，但仍具有一定的提示作用，目前正在积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

深入研究，以期在脑恶性胶质瘤放疗临床靶区勾画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 

 
 
PE-152 

宫颈癌三维近距离治疗中两种常用施源器的剂量学比较 
 

冯玺 王先良 袁珂 谭燕 张德康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对比研究环形施源器（Nucletron #090.617）和三管施源器（Nucletron #189.730）对宫颈癌

患者三维近距离治疗受照剂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已完成治疗的根治性宫颈癌ⅡB-ⅣA 期患者 40 例，20 例采用环形施源器，另外 20 例采

用三管施源器，分别统计三维近距离治疗计划中靶区 V150% 、D100 和危及器官 OAR（膀胱，直

肠，小肠）的 D2cc，采用配对 t 检验方法对比分析两种施源器在宫颈癌三维近距离治疗中 CTV 和

OAR 的剂量(P＜0.05 为差异统计学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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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环形施源器和三管施源器的靶体积 CTV 分别为（66.04±13.86）cm3、（65.67±15.08）cm3

（P=0.052）。环形施源器中 D100、V150%分别为（3.72±0.37）Gy、（0.54±0.02）；三管施源

器中 D100、V150%分别为（3.33±0.52）Gy、（0.56±0.04），P 值分别为（P=0.02）、

（P=0.067）。环形施源器中膀胱、直肠、小肠的 D2cc 分别为（4.34±0.42）Gy、（3.38±0.32）

Gy、（3.07±1.10）Gy；三管施源器中膀胱、直肠、小肠的 D2cc 分别为（2.83±1.33）Gy、

（2.87±0.87）Gy、（3.31±0.71）Gy，P 值分别为（P=0.00）、（P=0.031）、（P=0.108）。 

结论  宫颈癌三维近距离治疗中，环形施源器靶区的覆盖度优于三管施源器，而膀胱、直肠的受量

同时也高于三管施源器，但小肠的受量无明显差异。但是，在临床实际应用中，如果穹窿受侵，病

灶位于中央区，用环装施源器有优势，如果阴道受侵或者病灶偏宫旁一侧，则环形施源器有很大的

局限性；此外，如果病人阴道狭窄且穹窿不明显则不能应用环形施源器，因为环形施源器直径太

大，并不适合大部分国人。因此，在临床治疗中施源器的选择主要还是根据肿瘤的位置、侵犯范围

以及阴道的条件来决定，而患者前期外照射贡献剂量只能作为参考。 

 
 
PE-153 

乳腺癌保乳术后不同体位固定方式图像引导调强放射治疗摆位 

误差研究 
 

吴德全 罗扬坤 高绪峰 朱荣怀 张德康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乳腺癌保乳术后不同体位固定方式图像引导调强放射治疗摆位误差。 

方法  40 例乳腺癌保乳术后行图像引导调强放射治疗的患者：20 例采用 BionixRT-6025 胸部俯卧

位系统固定；20 例采用真空垫加体模仰卧位固定。采集患者加速器治疗时兆伏级锥形束 CT

（Cone Beam Computed Tomography，CBCT）影像，分别与计划系统生成的数字重建影像

（Digital Reconstructed Radiograph，DRR）做在线匹配，记录下左右 X（Lateral）、头脚 Y

（Longitudinal）、前后 Z（Vertical）三个方向摆位误差。 

结果  20 例采用 BionixRT-6025 胸部俯卧位系统固定的患者左右方向(x)、头脚方向(Y)、前后方向

(z)在首次放疗摆位误差 X±S(mm)分别为 dx1（2.7±0.7）、dy1（2.9±0.8 ）、dz1（1.8±0.5）。20

例采用真空垫加体模仰卧位固定的患者左右方向(x)、头脚方向(Y)、前后方向(z)在首次放疗摆位误

差 X±S(mm)分别为 dx2（3.9±0.8）、dy2（4.1±0.8）、dz2（2.1±0.4）。dx1 较 dx2(t=-9.0)、dy1

较 dy2(t=-9.0),误差均有显著性差异（P＜0.001）；dz1 较 dz2 误差无统计学意义(t=-

1.4,P=0.19)。 

结论  采用 BionixRT-6025 胸部俯卧位系统固定的保乳术后患者在放疗时左右方向和头脚方向的摆

位误差较小。 

 
 
PE-154 

荷瘤裸鼠体内靶向 EpCAM+肝癌干细胞的生物分布及免疫 

显像研究 
 

段丽群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 
131

I 标记肝癌肿瘤干细胞（liver cancer stem cells，LCSCs）表面标志物 EpCAM 的单克隆抗

体(EPR677)，研究其在肝癌裸鼠模型体内生物分布及肿瘤显像，为诊断及治疗肿瘤提供新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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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流式检测 Huh-7、HepG2 细胞株 EpCAM 表达以及免疫荧光观察 EpCAM 在细胞中表达的位

置。免疫组化检测 Huh-7 和 HepG2 细胞瘤组织 EpCAM 表达情况。采用氯胺 T 法 131
I 标记

EpCAM 单克隆抗体 EPR677，测定其标记率、放化纯、比活度以及与细胞的免疫结合率。计算
131

I 标记的 EPR677(
131

I-EPR677)经 Huh-7 肝癌裸鼠模型尾静脉注射后 6h、12h、15h、20h 时各

组织器官每克组织百分注射剂量率(％ID／g)和肿瘤／非肿瘤组织放射性(T／NT)比值。对比 131
I-

EPR677 在 Huh-7（实验组）及 HepG2（对照组）肝癌裸鼠模型体内的放射免疫显像。最后流式

分选 Huh-7 细胞中 EpCAM+和 EpCAM-细胞，体内外基础实验验证 EpCAM+细胞具有干细胞特

性。 

结果 流式检测 Huh-7 和 HepG2 细胞株 EpCAM 表达为（86.67±5.05）%，（0.36±0.09）%；免

疫组化检测 EpCAM 表达情况与流式检测结果基本一致。131
I-EPR677 标记率为

（71.42±1.60）%，放化纯为（98.45±0.63）%，免疫活性较好。131
I-EPR677 在 Huh-7 肝癌裸鼠

模型中对比非肿瘤组织能更浓聚于肿瘤组织；131
I-EPR677 在 Huh-7 肝癌裸鼠模型中肿瘤可显像，

对照组肿瘤未显像。Huh-7 细胞株中 EpCAM+细胞对比阴性细胞具有干细胞特性。 

结论 用放射性核素标记肿瘤干细胞表面标志物有望成为恶性肿瘤诊断和治疗的新思路。 

 
 
PE-155 

医用直线加速器机载影像系统质控图像的定量评估方法 
 

庄永东
1,2

 王彬
1
 朱金汉

1
 刘伯基

1
 刘小伟

2
 陈立新

1
 

1.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中山大学物理学院 

 

目的  实现医用直线加速器机载影像系统质控图像质量的定量分析。 

材料和方法  所使用的体模有 Las Vegas、TOR 18FG 和 Catphan504。使用 Elekta 公司的

iViewGT 和 XVI 影像系统以及 Varian 公司的 aS1000 和 OBI 影像系统分别采集 LasVegas 体模的

EPID 图像，TOR18FG 体模的 KV 影像验证片，以及 Catphan504 体模的 CBCT 图像。通过对采

集的图像进行分析，得到机载影像系统各个图像指标的定量结果。分析指标包括 EPID 系统的细节

对比度分辨率，KV 级影像验证片的低对比度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以及 CBCT 系统的噪声、均匀

性、CT 值一致性、低对比度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 

结果  给出了 Las Vegas 体模的 EPID 图像上各个圆孔的可识别度并用一个定量的值表示，TOR 

18FG 体模的 KV 影像验证片上各圆盘的可识别度的定量结果和用以表示 KV 影像验证片空间分辨

率的 MTF(调制传输函数)曲线，以及通过分析 Catphan 体模的 CBCT 图像得到的 CBCT 系统的噪

声水平、均匀性、不同大小对比度的目标其成像可识别度的定量结果和用以表征空间分辨率的

MTF 曲线。 

结论  给出了一种能够实现对 EPID 和 OBI 图像质量的定量分析方法。 

 
 
PE-156 

提高胸部肿瘤真空垫固定摆位精度的小改进 
 

王振华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目的  提高胸部肿瘤真空垫固定摆位精确度  

方法  在胸部肿瘤患者使用真空垫摆位时，在传统利用定位线和治疗中心线摆位的基础上在肚脐两

侧各置一条 Y 轴（头脚方向）的摆位参照线。选取我院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8 月收治的 80 例使

用真空垫摆位的胸部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对照组 40 例均采用传统

的一组定位线和一组治疗中心线的方法在 Varian  trilogy CBCT 引导下进行摆位治疗。研究组 4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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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组定位线和治疗中心的基础上在肚脐两侧多画一组参照线。研究组在治疗摆位时必须先对好参

照线再对定位线及治疗中心的方法在 Varian  trilogy CBCT 引导下进行摆位治疗。分别选取两组患

者第 1 周 5 次治疗前的 CBCT 校准数据共计 200 组进行对比。  

结果  对照组 CBCT 校准数据均值（平均值±标准差）分别为：X 轴（左右方向）  

2.3mm±1.2mm；Y 轴（头脚方向）3.4mm±1.6mm；Z 轴（水平方向）2.3mm±1.1mm；研究组

CBCT 校准数据均值分别为：X 轴（左右方向）2.2mm±1.1mm；Y 轴（头脚方向）

2mm±1.3mm；Z 轴（水平方向）2.3mm±0.9mm；将两组数据进行比较其中 X 轴 Z 轴的 P＞

0.05，Y 轴 P＜0.05  

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对于胸部肿瘤患者真空垫固定摆位定位时在肚脐两侧加一组摆位参照线的小

改进能够增加患者的体位重复性，有效提高放疗摆位的精度。 

 
 
PE-157 

接受非盆腔照射的放疗患者性腺所受辐射剂量分析 
 

曾晓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通过测量接受非盆腔照射女性放疗患者性腺所受辐射剂量的大小，对有生育要求的放疗患者

进行辐射评估及防护指导。 

方法  根据患者病情及靶区中心点与卵巢体表投影的距离，分为头组、颈组、胸组和上腹部组。用

热释光剂量仪（TLD）分别测量患者卵巢在体表投影处所受到的散射剂量，热释光计量仪内置三个

测量点，平行对照，每次测量前留置本底。 

结果  不同照射部位，随着靶区中心与测量点间距离的减小，TLD 读数呈上升趋势；相同距离处，

机器 MU 数的增长与 TLD 读数的增长呈正比。头组、颈组、胸组、上腹部组每 200cGy 照射剂

量，对卵巢测量点产生的散射组织剂量均值分别为 0.31mGy、1.49mGy、5.25mGy、7.42mGy。 

结论  本次实验中，头颈部肿瘤放疗时卵巢所受到的散射辐射影响较小，胸腹部组累计剂量可能超

过正常功能限值，有生育要求的女性肿瘤患者放疗时，尤其是照射部位在胸腹部时，临床医生应在

制定放疗计划时对卵巢受量进行评估并进行计划优化，照射期间给予相应部位屏蔽防护。 

 
 
PE-158 

基于放疗流程的信息整合平台系统研发与应用 
 

杨鑫 何振宇 姜晓勃 林茂盛 钟宁山 胡江 祁振宇 包勇 李巧巧 黎宝月 胡莲英 林承光 高远红 刘慧 黄晓延 邓小武 夏

云飞 刘孟忠 孙颖（通讯作者） 

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肿瘤医学协同创新中心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510060 

 

目的  结合国内实际需求与科室特有流程，系统开发放疗信息整合平台 MOSAIQ Integration 

Platform CHN(MIP)及其手机平台软件―医科树‖（一款专门服务放射治疗患者的 app）。  

方法  MIP 采用 C/S 架构模式，后台数据库基于计划系统和 MOSAIQ SQL Server 2008，独立运行

在医院局域网络上。该系统硬件的 5 台网络服务器，运行基于―云服务‖搭建的数据存储和网络服务

平台；该系统软件基于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平台开发，使用 C#网络编程语言编写。约 200 台

网络工作站，访问网络服务器提供的网络服务，可并行进行数据录入、查询、统计和打印等操作。 

手机平台软件分别支持 Apple 和 Android。 

结果  自 2014 年底投入使用至今，以病人为中心设计并实现了大量实用功能，已基本涵盖整个放

疗流程。MIP 具有公告、预约、计费、单据管理（申请、执行）和系统管理等 15 个核心功能模

块。截至 2016 年 6 月，已录入数据如下：接诊患者 13546 人、计划申请单 13533 张、实施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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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75 人次、结束小结 14656 人次、收费记录 567048 条、工作量记录 506612 例。 手机平台支持

科普护理、医患实时沟通、患者问卷随访及相关诊疗信息的实时推送。 

结论  MIP 操作直观，实时性强，数据安全，运行稳定，是放疗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

化、无纸化便于检索和统计，各类数据便于信息共享和科室管理。后续还可根据新的需求，及时对

其进行必要更新和完善。―医科树‖可作为―医者仁心仁术、科学精准之数、患者希望之树‖的有益探

索。 

 
 
PE-159 

Orfit 架和真空袋在宫颈癌放射治疗中摆位误差对比分析 
 

高丽娟 吴裕起 黄峻 刘少鹏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510060 

 

目的 目前我科在宫颈癌放射治疗体位固定以负压真空气垫（以下简称为真空袋）和 Orfit 全身泡沫

体位固定器（以下简称 Orfit 架）固定为主，本文通过分析两种固定方法的摆位误差，分析两者利

弊，探讨宫颈癌固定方法。 

方法  两组病人分别以真空袋和 Orfit 架作为固定器，每组 20 例，每次治疗前(按照 ct-sim 扫描做好

准备)做 cbct 扫描，分析体位误差，纠正后开始治疗。 

结果  Orfit 架前段治疗(前 12 次治疗，Orfit1) ，Orfit 架后段治疗(后 13 次治疗，Orfit2 )，真空袋前

段治疗(前 12 次治疗，真 1 )和真空袋后段治疗(后 13 次治疗，真 2 )四组数据进行分析，Orfit1 和

Orfit２比较，y 轴方向 P〈0.05 有统计意义；真１和真２对比， r 轴方向 P〈0.05 有统计意义；

Orfit１和真１摆位误差进行比较，四个轴均没有统计学意义；Orfit２和真２的摆位误差比较，y，z

轴方向 P〈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Orfit 架和真空袋固定各有利弊，但是两者均在 y 轴方向误差较明显，可通过使用长真空袋、

超声膀胱容量测量、图像引导放疗和分段制定计划等方法改善摆位误差。 

 
 
PE-160 

头颈部肿瘤 IGRT 治疗摆位误差分析 
 

孙路 乔俏 朱延东 左晓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疗科 110001 

 

目的 应用西门子 CTVision 图像引导放疗系统研究头颈部肿瘤 IGRT 治疗的摆位误差。 

方法 选取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我院接受 IGRT 治疗的头颈部肿瘤患者 68 例。应用西门子

CTVision 图像引导放疗系统全程获取患者治疗 CT 图像，将治疗 CT 图像和计划 CT 图像匹配，获

得治疗中心点三维方向上 X（左右）、Y（头脚）、Z（腹背）的线性摆位误差，分析误差及其形成

原因。 

结果 68 例头颈部肿瘤患者在治疗全程中接受 KV X 射线扇形束螺旋 CT 扫描 2089 次，经统计线性

误差在 X、Y、Z 方向上平均值分别为（0.91±1.33）mm、（0.97±1.59）mm、（0.87±1.28）

mm。 

结论 在头颈部肿瘤的放射治疗中，运用 IGRT 技术来纠正摆位误差可以使治疗更精确和更个体化，

为精确放疗提供了保证，具有积极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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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61 

Application of liner-accelerator two-degrade collimator 

in the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after radical 

mastectomy with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zhang guifang,liu bo,lu jie,sun tao,yin yong 
Shandong Tumor Hospital 250117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icacy of using two-degrade collimators with different posi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after radical mastectomy using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techniques.  
Methods Te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who received radical mastectomy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On each patient‘s CT images the supraclavicular, chest wall were delineated, two different 
IMRT treatment plans were designed for each patient by pinnacle 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 The 
prescription dose was 50 Gy in 25 fractions.  Plan1 and plan2 were performed for each patient. 

In plan1 the angles were 0 °、40 ° and two tangential fields, there were no restriction on    the 

position of two-degrade collimators. In plan2 the beam angles and the parameters were as same 
as plan1, but fixed the position of the two-degrade collimators of 0 ° and 40 ° at the inferior border 
of the supraclavicular. The dose distribution of target volume and normal tissues, conformal index 

(CI), and heterogeneous index (HI)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dose-volume histogram（DVH）for 

the two intensity modulated modes. 
Results Target dose coverage in both plan1 and plan2 could be clinically accepted. The 
conformal indices were 0.79 and 0.73 (t=-3.14, P < 0.05), the V5 and V10 of ipsilateral lung and 
mean dose of heart in plan2 were less than plan1,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9.71, P < 0.05; t=-5.40, P < 0.05;  t= -4.32，P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30 of heart, mean dose of contralateral lung and contralateral breast between two modes.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plan1, plan2 fixed the position of the two-degrade collimator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low dose region of the lung and heart. It may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for breast cancer after radical mastectomy irradiation. 
 
 
PE-162 

兆伏级扇形束 CT 在头颈部肿瘤放疗中扫描条件的选择 
 

管秋 

北京协和医院放疗科 100730 

 

目的 螺旋断层放疗通过 MVCT 追踪靶区的位置，纠正摆位误差及体内器官运动，但扫描条件选择

及配准方法存在个人差异。本研究通过采用不同的层厚与扫描范围，对头颈部肿瘤 MVCT 的配准

结果进行分析，得到层厚、扫描范围、配准方法对结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头颈部肿瘤患者 11 例，将扫描范围分为包全 PTV、上段靶区、下段靶区三类，层厚选用

2mm、4mm、6mm，通过将不同的扫描范围与层厚进行组合进行 MVCT 扫描，将得到的图像与计

划图像进行对比，得到患者在进出、左右、升降及旋转方向的误差。 

结果 对于扫描范围为上段靶区，层厚为 4mm，在左右、进出、升降、旋转四个方向配准结果偏差

平均值分别为（1.09±0.84）、（1.51±1.40）、（1.00±1.38）、（1.15±1.15）mm；相同扫描范

围，扫描层厚为 6mm 时，在这四个方向配准结果偏差平均值分别为（0.99±0.78）、

（1.91±1.43）、（0.78±0.68）、（0.99±0.86）mm；四个方向的 P 值均>0.05，无统计学差异。

对于下段靶区，P 值>0.05，也无统计学差异。如果将上段、下段两个不同部位的配准结果进行对

比时发现，结果左右、升降、旋转三个方向有统计学差异（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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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靶区较长的鼻咽癌患者，MVCT 选用不同的扫描层厚时，配准结果无统计学差异，可采

用 6mm 的宽层厚来减少扫描时间。对于图像配准时选用不同配准区域造成结果上的差异，可通过

在患者身上标记摆位延长线来减小误差。对于靶区短的垂体瘤患者，则可采用 2mm 的层厚提高图

像质量，使得图像更易于配准。 

 
 
PE-163 

基于 TomoTherapy 的 MVCT 6D 与 4D 配准结果进行图像引导效果

评价方法的研究 
 

孙显松 刘峡 杨志伟 胡克 邱杰 张福泉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Tomotherapy MVCT 可以进行 4D 与 6D 两种模式的配准。但治疗床仅能进行 4D 方向的调

整。为了评价 4D 调整的效果，本研究通过编写公式来计算特定点分别进行 6D 与 4D 调整后的空

间距离来评价图像引导的效果。 

方法 随机选取我科的 33 名鼻咽癌患者，每次治疗前进行 MVCT 扫描，分别进行 4D 及 6D 配准，

4D 结果应用于临床治疗。选取 CTV 表面上的 41 个特定点。在 TPS 上读取每位患者特定点的坐

标。将坐标值以及治疗前 MVCT 的 6D（VRT、LAT、LNG、Pitch、Yaw、Roll）及 4D（VRT、

LAT、LNG、Roll）配比结果输入 excel 表格，计算出每个特定点经过 6D 和 4D 调整后在空间中的

间距（以下称为残差）。选取与 CTV 表面相垂直的方向作为评价方向，间距超过该方向设置

margin（3mm）的大小，为阳性结果。使用 spss19.0 软件包进行运算，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

两变量间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进行分析，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共获得了 41924 个残差结果，阳性率为 4.8%。总体残差量为 2.25±2.46mm。年龄对残差量

的影响：22~37 岁为 1.88±1.43mm，37~52 岁为 2.25±1.92mm，52~67 岁为 2.50±3.60mm，

67~82 岁为 2.49±3.60mm，p=0.00;卡氏评分对残差量的影响：70 分为 2.46±1.94mm，80 分为

2.24±2.92mm，90 分：2.20±1.58mm，P=0.00；特定点离机械等中心的距离对残差的影响：

0~56mm 为 1.90±1.67mm，56~75mm 为 2.22±2.52mm，75~92mm 为 2.35±2.58mm，P=0；性

别对残差的影响：男性为 2.28±2.71mm，女性为 2.16±1.5mm，P=0.00；pearson 相关性分析各个

方向上旋转角度对残差量的影响：6Dpitch r=0.341，p=0.00；6D roll r=0.212，p=0.00；6Dyaw 

r=0.314，p=0.00；4Droll r=0.258，p=0.00。 

结论 4D 配准无法修正两个方向的旋转误差。研究结果表明 6D 与 4D 配准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差

异，有接近 5%的机会超过了 3mm。摆位产生的旋转，离机械中心的距离，患者的年龄，一般状

态，性别均为影响因素。因此 IGRT 存在局限性，必须规范摆位。 

 
 
PE-164 

螺旋断层放疗机 MVCT 图像运动形变 
 

魏强 李晶 吴伟章 朱夫海 

空军总医院 1000142 

 

目的 分析螺旋断层放疗机图像引导用 MVCT 对运动模体扫描时的形变。 

方法 使用 Standard Imaging 公司呼吸门控平台与 IMRT 验证模体模拟胸部呼吸运动，在螺旋断层

放疗机上做 MVCT 扫描，对比静止和运动两种状态的 MVCT 图像，测量目标靶区形变并分析。 

结果 MVCT 图像出现运动形变，且形变程度与运动幅度成正比，图像细节丢失。 

结论 MVCT 图像对运动模体出现形变，干扰图像引导，临床应参考固定结构进行配准提高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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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65 

双中心摆位技术提高大体积食管癌放疗放疗摆位精度 
 

曹顾飞 储开岳 

南通市肿瘤医院 226361 

 

目的  验证双中心摆位与传统的单中心摆位相比可否提高 PTV 长度大于 20CM 食管癌的摆位精度。 

方法  选取一组食管癌 PTV 长度可能大于 20CM 的患者 20 例采用双中心定位摆位治疗技术，同时

选取一组采用单中心定位摆位的食管癌患者 20 例，每周治疗前应用机载 CBCT 扫描的图像与对应

计划 CT 图像相比较，统计 X(左右)、Y(头脚) 、Z(腹背)3 个线性方向和 Rx（左右）、Ry(头脚)、

Rz(腹背)3 个旋转方向的摆位误差。 

结果  双中心定位组 X、Y、Z、Rx、Ry、Rz 轴方向摆位误差：（0.25±0.12）cm、（0.27±0.16）

cm、(0.21±0.12)cm、(0.3±0.2)°、(0.2±0.1)°、(0.3±0.1)°；单中心定位组 X、Y、Z、Rx、Ry、Rz

轴方向摆位误差：（0.31±0.21）cm、（0.29±0.17）cm、(0.29±0.17)cm、(2.1±0.8)°、

(0.8±0.3)°、(2.1±0.8)°双中心组 X 轴的线性误差及 Rx、Ry、Rz 方向的旋转误差优于单中心组（均

P＜0.05）。 

结论  使用双中心定位摆位技术能明显提高靶区较长食管癌患者的放疗摆位精度，且方法简便易

行，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PE-166 

光学体表成像技术在放射治疗中的应用 
 

肖青 丁寿亮 钟仁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中心-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放射物理技术中心 610041 

 

图像引导技术使得放射治疗愈为精确，但目前常用的图像引导技术如 CBCT、EPI 等由于额外辐

射、影像质量差、不能实时监控等缺点而受到限制。光学体表成像技术无额外辐射，经过大量研究

评估和验证，其在引导摆位、实时监测分次间和分次内运动、减少 CBCT 扫描频次以及呼吸门控方

面表现出巨大优势。光学体表成像技术配准算法的准确性和重复性以及系统稳定性在模体中都得到

了很好的评估验证。目前的数据表明参考图像在首次治疗时 CBCT 纠正摆位误差后获取比直接从计

划 CT 勾画得来更为准确。该系统平移和旋转精度已经充分满足较高水平的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

而且使得无框架的 SRS/SBRT 成为现实，通过免除头架、免除面罩以及更快的治疗提高了患者舒

适度和依从性。胸腹部肿瘤患者由于呼吸运动误差较大，若联合主动呼吸控制技术（ABC），

CBCT 与表面成像技术引导摆位相关性会更好。另外，该系统已具备 0.1mm 的位移变化实时监测

能力，可有效监测分次间和分次内的运动。由于该系统测量的是患者体表位置信息，目前尚不能完

全替代 CBCT，理论上说可以减少 CBCT 的扫描频次，有效减少患者所受的额外辐射。但是，该系

统如何与 CBCT 进行配合，以及该系统的最佳适应症方面还需更多的临床研究。 

 
 
PE-167 

不同分割照射方式对 MDA-MB-231 乳腺癌移植瘤的增殖的影响 
 

辛科道
1
 章青

2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 

 

目的  研究相同剂量条件下，研究单次大剂量照射及常规分割剂量照射对 MDA-MB-231 乳腺癌移植

瘤增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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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建立 MDA-MB-231 乳腺癌移植瘤模型，待移植瘤直径达 8-9mm，随机进行分组，共分成五

组：空白对照 0Gy 组、单次 8Gy 组、单次 10Gy 组、常规分割 2Gy*4 组、常规分割 2Gy*5 组。绘

制移植瘤生长曲线，各照射实验组分别于放疗结束后第 7、14 天行 18F-FDG PET/CT 检查，并与

PET/CT 显像后处死，剥离移植瘤行免疫组化测定 Ki-67 的表达。 

结果  单次大剂量和常规分割照射都能抑制 MDA-MB-231 移植瘤生长，其中以单次大剂量组最为明

显（p<0.05）。单次大剂量组组在第 7 天 PET/CT 检查显示 SUVmax 值 8Gy（0.876±0.023）、

10Gy 组（0.679±0.017）均低于常规分割照射组 2Gy*4 组（1.125±0.035）、2Gy*5 组

（1.181±0.038）（p<0.05）；第 14 天 PET/CT 检查显示 SUVmax 值，8Gy 组

（1.391±0.049）、10Gy 组（1.262±0.42）分别低于常规分割照射组 2Gy*4 组（1.675±0.051）、

2Gy*5 组（1.782±0.057）（p<0.05）。照射组 14 天后的免疫组化 Ki-67 阳性细胞比列高于空白对

照组（p<0.05），常规分割剂量组高于单次大剂量照射组（p<0.05）。 

结论  在同等剂量情况下，单次大剂量放疗较常规分割放疗对 MDA-MB-231 乳腺癌细胞的生长抑制

更为显著，且随着剂量升高抑制更为明显,同时 18F-FDG PET/CT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早期放疗

后 MDA-MB-231 乳腺癌细胞增殖活性。 

 
 
PE-168 

体模不同固定方式对盆腔肿瘤放疗精度影响 
 

李博 白飞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探讨盆腔肿瘤放射治疗中体模不同固定方式对放疗精度的影响。 

方法  收集 80 例盆腔肿瘤放射治疗的患者，将其分为两组，每组 40 例，A 组在体部定位板上采取

仰卧体位定位，体膜固定时头脚方向采用常规同一卡孔固定，B 组在体部定位板上采取仰卧体位定

位，体膜固定时根据人体体型头脚方向采用上窄下宽不同卡孔固定（如上 A 下 B，腰部与体模更服

帖），两组均采用 CT 模拟机定位，治疗前及治疗中每周在加速器下进行 KV 级 CBCT 验证与 CT

三维重建图像进行配比。分别得到两组 X、Y、Z 轴误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表

示。 

结果  1.统计得出两组 X、Y、Z 方向上误差分别为 A 组(1.48±1.33)mm、(2.3±1.54)mm 和

(1.72±1.23)mm。B 组(0.92±0.99)mm、(2.05±1.42)mm 和(1.84±1.52)mm。两组在 X 轴方向摆位

误差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5,而 Y、Z 轴无显著性差异，P 值〉0.05。2.B 组的敷贴性明显优于

A 组。 

结论 对于盆腔肿瘤患者放疗体模固定时根据人体体型采用上窄下宽不同卡孔固定在 X 轴上误差明

显优于采用常规同一卡孔固定，特别对腰部误差有明显改善，该方法重复性﹑敷贴性更好，可提高

放疗的精确度。 

 
 
PE-169 

CBCT 引导真空垫固定直肠癌患者在分次治疗间的误差分析 
 

李捷 白飞 许林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对真空垫固定直肠癌患者在分次治疗阶段的误差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误差原因，提高后期放

疗摆位的准确度。 

方法  选取 30 例直肠癌患者用真空垫固定，提前 1 小时排空膀胱饮 300ml 水。治疗过程中每周进

行一次 CBCT 验证，系统自动匹配得出在 X（左右）、Y（头脚）、Z（前后）轴上的误差，根据

靶区位置手动微调。第一次治疗两次摆位任意方向误差大于 5mm，则第二次治疗继续进行 CB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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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如果误差依然大于 5mm,根据靶区位置差异度，给予修正治疗线移床治疗或重新定位，每次

摆位参考治疗床数据对准治疗线。将第 2 周验证数据定为 A 组，第 3 周验证数据定为 B 组，第 4

周验证数据定为 C 组，第 5 周验证数据定为 D 组。B、C、D 三组分别与 A 组进行比较，分析数

据。 

结果 A 组 X（1.83±1.12）mm、Y（2.25±1.29）mm、Z（2.11±1.05)mm。B 组 X（2.22±1.30）

mm、Y（2.27±1.27）mm、Z（2.92±0.67）mm。C 组 X（1.78±1.30）mm、Y（3.01±1.01）

mm、Z（2.56±1.13）mm、D 组 x（2.09±1.45）mm、Y（2.44±1.42）mm、Z（3.00±1.63）

mm。与 A 组比较，C 组、D 组 Y 轴误差较大但无统计学意义，D 组 Z 轴 P<0.05 有明显统计学意

义。 

结论 真空垫固定直肠癌患者在治疗后期易受体重下降、真空垫变形、治疗线重复描画等影响，Y 轴

方向在 4 周后误差较大，摆位时建议以两侧竖线为准，5 周后 Z 轴方向变大且方向恒定，形成惯性

误差，建议在第 5 周参考前几次 Z 轴方向的 CBCT 数据，重新修改治疗床参考数据，提高摆位精

度，准确引导后续治疗。治疗过程中密切观察验证图像，评估靶区照射剂量，脱靶患者停止治疗予

以重新勾画靶区。在治疗前及治疗过程中加强宣教工作。 

 
 
PE-170 

探讨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放疗中口服甘露醇肠道准备中的意义 
 

刘晓燕 马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探讨不同肠道准备方法在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放疗中患者的获益 

方法  选取 20 例年龄 30-40 岁之间体态均匀需做腔内近距离放疗宫颈癌患者，全盆照射剂量

50GY，照射技术为 3D-CRT 或 Rapid Arc，随机分为 A 和 B 两组，A 组，10 例，常规肠道准备，

告知患者治疗前一天口服番泻叶，大便次数在 3-4 次，禁食产气食品；B 组，10 例，告知患者治疗

前一天晚上口服甘露醇，大便次数 2-3 次，禁食产气食品。20 名患者均按照要求肠道准备后次日

行后装治疗，均将施源器固定好后行 CT 扫描，分别从肠道准备情况及患者腹痛情况分析两组的差

异性。 

结果  A 组中 6 名患者肠道准备良好，1 名患者出现腹部绞痛，3 名腹痛较剧烈，5 名患者轻微腹

痛，1 名患者无腹痛；B 组中 9 名患者肠道准备良好，2 名腹痛较剧烈，6 名患者轻微腹痛，2 名患

者无腹痛。      

结论  结果显示口服甘露醇起效时间快，患者反应较轻，且肠道准备情况较好，但由于数据量较

少，是否能推广，还需要我们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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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71 

放疗定位小体积肿瘤 CT 扫描螺距及重建层厚的探讨 
 

赵瑞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放疗科 730050 

 

目的 探讨西门子大孔径螺旋 CT 对小体积肿瘤放疗定位时扫描螺距及重建层厚条件。 

方法 使用西门子大孔径 64 层螺旋 CT，采用固定准宽度 0.6mm 和螺距 0.4、0.6、0.8、1.0、1.2、

1.4 及重建层厚 0.6mm、0.75mm、1.0 mm、1.5 mm、2.0 mm、3.0 mm、4.0 mm、5.0 mm 对直

径为 2.5cm 的球形肿瘤模体扫描；利用西门子 CT 工作站容积计算软件测量，观察肿瘤模体体积、

长径及 CT 值变化。 

结果 肿瘤体积、长径及 CT 值不受扫描螺距影响；肿瘤体积、CT 值随重建层厚的增加而减小，肿

瘤长径随重建层厚的增加呈现不规则波动；当重建层厚≤1.5mm 时，各扫描螺距肿瘤平均体积误差

≤3%；当重建层厚为 2mm、3mm、4mm、5mm 时，各扫描螺距肿瘤平均体积误差分别为 5%、

11%、13%、20%；肿瘤 CT 值随扫描层厚的增加，肿瘤平均 CT 值误差最大超过 10HU。 

结论 为保证放疗质量，使用西门子大孔径 64 层螺旋 CT 对小体积肿瘤放疗定位时，重建层厚建议

不超过 1.5mm。考虑到扫描速度及患者运动原因，扫描螺距建议采用 1.0 。 

 
 
PE-172 

腰部垫枕在盆腔肿瘤精确放疗中的应用研究 
 

杨发汀 白飞 许林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研究腰部垫枕在盆腔肿瘤放疗体位固定及患者舒适度的作用。 

方法  选取我院放疗科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间 103 例接收直线加速器根治放疗的盆腔肿瘤

患者，随机分成两组，研究组 56 例，使用体摸加腰垫固定，对照组 47 例，使用体摸固定。各组均

在体表和固定装置上做定位标记（X、Y、Z 方向），记录标记值作为后期参照。所有患者在首次放

疗前均使用锥形束 CT 扫描，匹配得到 X、Y、Z 三空间方向上的误差值，经临床医师确认影像，

并做详细记录，各方向偏差>5mm 者予以校正，校正后记录，反之则直接治疗。后续治疗中每周一

次的 CBCT 均进行体位验证，分析其摆位误差。最后将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尾椎完全匹配，记录两

组腰椎前后方向偏差结果，并进行 t 检验比较。 

结果 研究组在 X、Y 及 Z 轴 3 个方向的摆位误差分别是（1.75±0.93）mm、（2.00±0.96）mm、

（1.87±1.40）mm；对照组（1.55±1.60）mm、（2.80±1.10）mm、（2.85±0.98）mm。两种固

定装置比较：X 轴 P=0.64>0.05 无统计学意义；Y 轴 P=0.03,具有统计学意义；Z 轴 P=0.02，具有

统计学意义。在腰椎前后方向上，研究组与对照组的摆位误差分别是（1.31±0.87）mm、

（2.19±1.10）mm，P=0.02，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腰部垫枕在盆腔肿瘤放疗中起到其它固定装置无法达到的作用。它不仅减少了体模固定在头

脚和高低方向上的误差，一定程度上还减小了旋转误差，也解决了患者不自主活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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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73 

乳腺癌根治术后放疗体位固定与敷贴物的应用研究 
 

姚晓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探讨乳腺癌根治术后胸壁敷贴组织补偿物时不同体位固定方式对治疗的影响。 

方法  选取 40 例乳腺癌根治术后患者，随机分均分为 A、B 两组。A 组：体模固定；B 组：乳腺托

架固定。两组患者胸壁表面均敷贴 0.5cm 的组织补偿物（Bolus），在飞利浦大孔径 CT 机下行 CT

扫描，Varian 工作站勾画治疗靶区并设计治疗计划，测量并记录组织补偿物与胸壁的间隙，计算组

织补偿物下间隙对剂量分布的影响。利用锥形束 CT 每周进行一次摆位验证，记录摆位误差和

bolus 与胸壁的间隙。利用 SPSS 软件对两组数据进行 T 检验。 

结果  1.A 组组织补偿物间隙小于 B 组（P=0.032）,剂量分布梯度优于 B 组；2.A 组在 X、Y、Z 方

向的摆位误差优于 B 组分别为（1.89±0.78、2.32±1.56、1.43±0.79mm；2.86±1.88、3.12±2.43、

3.08±2.36mm；P=0.042、0.026、0.023）。 

结论  乳腺癌根治术后胸壁敷贴组织补偿物放疗时使用体模固定能明显减小 Bolus 与胸壁的间隙，

同时减小了分次治疗摆位误差，使靶区剂量分布更加精准。不足之处在于急性皮肤反应增加，但属

于临床治疗可以接受的范畴。 

 
 
PE-174 

鼻咽癌发泡胶个体化塑形放疗不同解剖水平段的摆位误差 

及 PTV 外放 
 

张丽华 白飞 许林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近年来放疗技术的不断完善鼻咽癌的放疗技术也主要采用 IMRT 技术，靶区范围大为其特

点，故其固定范围至关重要。对于鼻咽癌的固定方式中发泡胶联合头颈肩热塑模固定如今较新，我

们比较其不同解剖水平段的摆位误差及其 PTV 外放边界。 

方法  回顾、分析我科 2014 年至 2016 年的鼻咽癌放疗患者 32 例，病理均为低分化鳞癌，采用发

泡胶联合头颈肩热塑模固定，行一周一次的 CBCT 验证得出图像与定位计划 CT 图像按照解剖解构

斜坡、C4、C7 分三段进行比对，得出摆位误差及 PTV 外放。并将第一周结果与后六次进行比较。 

结果  在斜坡、C4、C7 处 ML、AP、SI 的误差分别是 0.454±0.566mm、1.930±0.776mm、

1.324±0.762mm；1.116±0.528mm、2.417±0.776mm、1.325±0.794mm；2.025±0.499mm、

2.164±0.521mm、1.521±0.976mm。其所需的 PTV 外放边界分别是 1.53mm、5.37mm、3.84 

mm；3.16 mm、6.59 mm、3.87 mm；5.41 mm、5.77mm、4.78 mm。斜坡、C4、C7 在左右 ML

方向具有统计学意义。与第一周相比第 5 周在 C4、C7 SI 方向上具有统计学意义，AP 方向无统计

学意义且误差方向一致。 

结论  发泡胶联合头颈肩热塑膜很好的解决了标准树脂头枕和真空垫联合头颈热塑膜在颈部误差大

与重复性差的问题，但头脚 AP 误差较大且等中心偏移方向一致（偏足侧）。鼻咽癌发泡胶按照不

同解剖部位需要不同的外放边界，尤其是颈部中部和锁骨上区域在左右 ML 及腹背 SI 方向的外放

需要大于鼻咽部，另外头脚 AP 方向上所需的外放较大且向头测偏大些。当然还需要我们后续改进

减少其摆位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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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75 

MEDKEY T30 型号 Bolus 运用于乳腺癌根治术后患者放疗的 临床

使用概况 
 

张丽华 王兴安 白飞 许林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临床上为了治疗接近表面皮肤的肿瘤，需要在皮肤表面加 Bolus 来提高皮肤剂量。临床治疗

过程中，由于体表轮廓不规则变化，Bolus 由原先无粘性更新成现在的有粘性而使得能够与人体更

好的敷贴（即我科使用的 MEDKEY 公司生产的 T30 型号的 Bolus 为例）。然而临床治疗过程中发

现 Bolus 会有轻微的形变（变大或变小）、表现在 X、Y 轴方向，但最大在头脚 Y 轴和左右 X 轴方

向的变化不超过 1cm。为此我们模拟 Bolus 于照射野边缘在左、右和头、脚方向各增加和缩小

1cm 的靶区剂量分布。 

方法  选取 23 例乳腺癌根治术后的患者均采用体表照射野覆盖 0.5cm 厚度的 Bolus、6MV  X 线切

线野照射治疗技术。将 Bolus 左、右和头、脚方向各增加和缩小 1cm,比较其靶区剂量与原计划靶

区剂量的关系。 

结果  左、右与头、脚方向各增加与缩小 1cm 的剂量分布无明显差异、靶区平均剂量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其中左、右和头、脚方向各缩小 1cm 的靶区平均剂量比原计划剂量平均低了 0.8%。 

结论  MEDKEY T30 型号 Bolus 相对以前无粘性的 Bolus 具有更好的敷贴性，但其在使用过程中会

有轻微的形变、其形变对靶区的平均剂量及剂量分布影响较小，故此 Bolus 于患者治疗过程中可不

再更换。 

 
 
PE-176 

SBRT 治疗肺癌过程中不同配准方法的比较分析 
 

杨林 许林 白飞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背景  近年来，随着放疗技术的快速发展，SBRT 技术已在治疗肺癌的过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同

时，精确放射治疗技术对治疗位置的准确性有严格的要求。肺部因受呼吸作用，靶区变化较大，任

意治疗位置的变化，都将使得部分靶区得不到足够的照射剂量，靶区邻近的正常组织、器官将受到

错误的照射。所以，减少靶区误差是保证精确放疗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实际的治疗过程中，SBRT

技术要求靶区精确，每次治疗前都需要进行 CBCT 验证。因技术员和主管医生共同参与的在线验证

的主观性，配准的方法不尽统一。 

目的  比较肺癌 CBCT 图像与计划 CT 图像的不同配准方式下的摆位误差，确定合适的匹配方法。 

方法：选取我科 2015 年 6-10 月，采用 SBRT 技术治疗的中央型肺癌患者 8 例，周围型肺癌患者 4

例，共计 12 例，男女比例 3：1。  整个治疗过程中共采集 CBCT 验证图像 54 幅图像。 

在 off-line 条件下，保证靶区不脱靶的情况下，采用靶区配准和骨性配准方法，分别测量出中央型

肺癌及周围型肺癌的误差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比较。 

结果  采用―均数±标准差‖来表示 X、Y、Z 方向上的测量误差。单位 mm 表示。 

1、中央型肺癌测量误差均在允许范围之内（≦5mm）采用俩种不同配准方法比较，内有差异。 

2、周围型肺癌测量数据，头角方向误差≧5mm 的概率为 20%。女性患者的概率为 80%。 

3、周围型肺癌两种配准方法的比较，在头角方向上存在明显差异，靶区配准方法优于骨性配准方

法。 

讨论：女性胸式呼吸，造成肺组织及膈肌活动度明显大于男性的膈肌活动度。造成 Y 轴方向误差≧

5mm 的女性患者概率大大增加；中央型肺癌在实际治疗的配准过程中，采用两种配准方法均可

行；周围型肺癌在实际治疗的配准过程中，采用靶区配准方法较为理想；由于千伏及 CBCT 的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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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较为模糊，尤其是 T8 以上椎体不宜分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要全面考虑，靶区配准的同

时兼顾骨性匹配。 

 
 
PE-177 

研究喉癌术后放疗吞咽动作对靶区的影响 
 

王荣 白飞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研究喉癌术后自然吞咽动作对其放疗靶区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本院做放疗的 25 例喉癌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在模拟机

0 度透视下将射野中心置于体正中，然后旋转机架至 90 度，调节床的高度使射野中心置于喉室前

缘，在透视下采集吞咽视频，通过视频分析软件进行连续快速截图，截取静息时刻和吞咽过程喉室

和舌骨移动的最大位移，将喉室和舌骨静息时刻及最大位移时刻的两张图像进行对比，将 2 副图像

的坐标值相减得到喉室和舌骨的移动度。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1.患者自然吞咽平均时间为（1.34±0.21）s。2.自然吞咽喉室、舌骨的移动是先向上，然后向

前之后回到初始位；喉室、舌骨最大移动度在 Z 和 Y 方向分别为（0.45±0.24，0.91±0.32；

0.46±0.27，1.13±0.46；）cm。性别及年龄因素对舌骨、喉室的移动度没有影响。 

结论  自然吞咽动作会引起喉室、舌骨向前上方移动，如果放疗时不考虑其动度将会使靶区剂量达

不到预定的剂量。因此在制定喉癌放疗计划时应考虑吞咽活动对靶区的影响，PTV 仅在上下方向向

上做相应的外扩以保证 GTV 不会漏照。 

 
 
PE-178 

核通 SIMULIX-HQ 型模拟定位机常见使用问题分析与解决 
 

赵瑞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放疗科 730050 

 

根据数字化模拟定位机使用实践，分析了模拟定位过程中的定位图像传输效率不高、定位图像拼接

存在较大误差、定位图像无法打印、模拟定位参数预置无法执行及该模拟定位机无法用于电子线铅

模制做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解决方法，该方法的综合利用可有利于提高数字化模拟定位机操作者

的使用水平。 

 
 
PE-179 

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放疗不同填塞方法施源器误差分析 
 

马娟 白飞 刘晓燕 许林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分析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放疗不同填塞方法施源器位置的误差 

方法  选取我科宫颈癌患者 50 例，分期为 IIb-IIIb 期，年龄 40-50 岁，身高 162CM-166CM,体重

55Kg-65Kg，照射技术为全盆照射+腔内近距离照射，全盆照射剂量 50GY，照射技术为 3D-CRT

或 Rapid Arc。随机分为 A 组和 B 组，A.B 两组施源器类型均选择三腔管，在 CT 图像引导下放

置，A 组 2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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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填塞纱布 4-5 块；B 组 25 例，阴道填塞纱 2-3 块。将两组患者首次与第二次 CT 图像进行融

合比较，分析两组患者分别在左右方向（x）?头脚方向（y）? 腹背方向（z）误差。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P 值＜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两组患者在身高、体重、年龄方面无统计学差异；2.误差分析：误差分析显示 A、B 两组在

左右、头脚、腹背方向的误差分别为（1.83±0.02、2.31±0.04、2.14±0.04；2.0±0.02、

1.91±0.27、2.13±0.29）mm；P 值分别为 0.168、0.037、0.944。 

结论  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放疗不同数量纱布填塞对施源器位置有一定的影响，本单位的研究显示 2-

3 块纱布填塞对施源器的位置影响较小，主要体现在头脚方向；在患者舒适度方面 2-3 块填塞也好

于 4-5 块填塞。由于研究数量较少是否值得临床推广还需更多的研究验证。 

 
 
PE-180 

热塑体膜外轮廓标记法在宫颈癌调强放疗中的研究进展 
 

里尧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研究宫颈癌患者在放疗的摆位过程中患者自身运动对摆位误差造成的影响。 

方法  2016 年 1 月-5 月，对我科收治的 80 例已确诊的宫颈癌患者行 CT 定位扫描且均使用热塑体

膜固定，并在 ix 直线加速器接受根治性放疗。其中实验组 40 例在定位时用记号笔在患者体部标记

出体膜上下缘的位置，另有对照组 40 例患者在定位时仅使用体膜固定。通过数据分析得到每次

CBCT 验证前后骨性配准和软组织配准的平均摆位误差，用 SPSS13.0 软件对两组资料和摆位误差

行成组 t 检验分析。 

结果  实验组在 3 个方向的误差均数为 X(0.14 \* MERGEFORMAT 0.12), Y(0.18 \* 

MERGEFORMAT 0.14), Z(0.09 

\* MERGEFORMAT 0.06)cm；对照组在 3 个方向的误差均数为 X(0.15 \* MERGEFORMAT 0.14), 

Y(0.20  \* MERGEFORMAT 0.28), Z(0.11 \* MERGEFORMAT 0.11）cm，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结论：两种固定方式误差比较，y 方向（头脚方向）对照组比实验组大很多，余相似。热

塑体膜外轮廓标记法在宫颈癌的调强治疗中可减小分次治疗内的摆位误差，应用此技术使靶区及周

围正常组织器官剂量分布准确，提高放疗过程的精度，为临床放疗提供质量保证。 

 
 
PE-181 

从业者认知视角下肿瘤放疗技师的职业素质培养研究 
 

黄识秒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随着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肿瘤治疗领域及放疗业务单位的开展，对肿瘤放疗人才的需求也越

来越高。同时，与医疗行业快速发展互为依存的医务人员职业素质培养和教育也面临着巨大大挑

战。放疗技师作为肿瘤放疗的主要执行者，在患者的就医的过程中，与患者的接触最为直接也最为

频繁。面对近年来医疗环境呈现逐年紧张的趋势，医疗纠纷和―伤医事件‖多有发生，在如此复杂的

环境下，仅从医务人员的角度，有必要对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培养，做出切实可行的规范和要求。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均值分析和因子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放疗技师从业人员的职业

素质认知进行研究。在对调查问卷所得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肿瘤放疗技师的职业素

质培养体系。 

讨论：女性胸式呼吸，造成肺组织及膈肌活动度明显大于男性的膈肌活动度。造成 Y 轴方向误差≧

5mm 的女性患者概率大大增加；中央型肺癌在实际治疗的配准过程中，采用两种配准方法均可

行；周围型肺癌在实际治疗的配准过程中，采用靶区配准方法较为理想；由于千伏及 CBCT 的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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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较为模糊，尤其是 T8 以上椎体不宜分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要全面考虑，靶区配准的同

时兼顾骨性匹配。 

 
 
PE-182 

探讨腹部肿瘤应用真空垫固定治疗床高变化对摆位误差的影响 
 

胡秋霞 许林 白飞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探讨真空垫固定在腹部肿瘤应用中治疗床高变化对摆位误差的影响。 

方法  随机选取 50 例腹部肿瘤患者分为 A、B 两组，对每位腹部肿瘤患者应用真空垫固定在首次治

疗前行 CBCT 扫描，并与计划系统的定位 CT 图像进行匹配，获取摆位后的摆位误差，误差均小于

5mm 直接校正治疗，大于 5mm 重新摆位并校正治疗，并保存治疗床数据。之后每周一次验证并进

行数据记录，其中 A 组常规摆位；B 组参考校正后的治疗床高摆位。比较分析 6、11、16、21 次

摆位误差。 

结果  A 组测量的摆位误差在 x 轴为(2．55±1．08)mm、Y 轴为(3.25±1．09)mm 、Z 轴为

(2．66±1．01)mm。B 组测量的摆位误差在 x 轴为(2.36±1.25) mm、Y 轴为(3.01±0.97) mm、Z 轴

为(1.47±0.97) mm。两组摆位误差比较 x 轴 Y 轴无统计学意义(P>0．05)，z 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在放疗摆位中，真空垫易变形，对真空垫固定的治疗床高限制后能减少摆位误差，将治疗床

高作为放疗摆位的一个参考依据，简化了摆位过程，有利于放疗质量保证(QA)的实施。 

 
 
PE-183 

电子内镜下钛夹值入，研究吞咽动作对食管癌靶区的影响 
 

白飞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模拟机透视下观察食管癌患者吞咽时钛夹的活动度竟而指导靶区的外放。 

方法  选取食管癌患者 25 例，所有患者在食管内镜下在病灶上下界各标记钛夹一枚。患者按放疗体

位在模拟机上摆好体位，平静呼吸状态下 0 度透视下将上下铅丝分别置于上下钛夹的上下界，然后

采集吞咽视频，最后分析视频记录吞咽动作下钛夹的移动度。由于吞咽动作会使食管向上整体移

动，在左右和前后方向移动较小故本研究未测量其方向误差，只测量了头脚方向误差。采用

spss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5 例患者共标记钛夹 54 枚。受吞咽所致病灶向上的移动度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分别为

（1.06±0.17cm；1.09±0.15cm，P=0.692）。 

结论  自然吞咽是由唾液触发的一种不自主吞咽活动。当这种不自主吞咽活动出现在放射治疗实施

过程中则可能引起肿瘤 GTV 相应移动，导致靶区― 漏照‖。了解吞咽导致食管移动的范围对食管癌

放疗起到一定的作用。食管癌患者电子内镜下钛夹植入使病灶更明确，放疗医生也容易勾画靶区。

通过模拟机下对钛夹受吞咽影响的研究，发现若考虑吞咽因素对靶区的影响，PTV 在头脚方向做相

应的外扩以确保 GTV 不会漏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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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84 

探讨老年食管癌放射治疗体位固定技术及靶区外放距离 
 

白飞 李捷 张丽华 邵麟 许林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710032 

 

目的  应用锥形束 CT 研究老年食管癌放射治疗体位固定技术以及靶区外放的确定。 

方法  选取老年食管癌患者 100 例，随机均分成两组，研究组采用热塑体膜固定，对照组用真空垫

固定。放疗前行 CBCT 扫描并在线匹配，得出 x、y、z 方向上的摆位误差，经有资历的两名临床医

师审核，确认无误后，做相应的记录。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并用 2.5∑+0.7δ 算出 PⅣ外放界

值。 

结果  研究组患者左右﹑上下﹑前后方向的摆位误差分别为(1.53±1.14)﹑(1.73±1.03)﹑

(1.24±0.88)mm，PTV 外放界值分别为 4.63、5.05、3.71 mm ；对照组的分别为(1.78±1.58) ﹑

(2.24±1.47) ﹑(1.86±1.34)mm 和 5.56、6.63、5.59 mm；两组间比较在 Y 轴、Z 轴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对老年食管癌患者使用体膜固定能有效的固定患者，在控制误差方面明显优于真空垫固定。

皮肤松松的患者使用真空垫时 PTV 在 Y 方向至少外放 1cm 其他方向 7mm。临床医生根据老年病

人的身体状况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以及靶区外放的精确性。 

 
 
PE-185 

基层医院医学辐射防护的研究与实践 
 

李开信 曹亮 陈鲁东 冯思奇 梅长文 

解放军第八六医院 243100 

 

目的  提高基层医院放射技师和临床医师的辐射防护意识和防护知识，降低患者的 X 线辐射水平，

改善防护工作的现状。 

方法  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对本市几家医院的医学辐射防护状况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防护状况不容乐观，存在相当一部分不合理检查现象。 

结论  加强基层医院医学辐射防护知识及防护安全培训，增强放射技师和临床医师的防护意识，减

少公众的辐射水平，提高医疗诊断质量。 

自 1895 年伦琴发现 X 线以来，X 线检查与治疗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已有超过一个世纪，近年来随着

医学影像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 CT、CR、DR 与电子直线加速器等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医务人

员已经认识到电离辐射对人体的危害，并加强了在工作中的自我防护。但是对受检查的防护做得如

何？重视程度怎样？是否存在过度检查与治疗的现象？为此，笔者走访了本市几家医院的影像科与

放疗科，其中三级以上医院 4 家，二级以上医院 6 家，设备情况：透视 3 台；CR9 台、DR15 台、

CT16 台、胃肠 11 台、乳腺 6 台、口腔全景 3 台、电子直线加速器 3 台、伽玛刀 1 台等。 

1、基层医院 X 检查与治疗及防护现状 

2、防护状况不容乐观的原因 

3、加强基层医院 X 检查及防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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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86 

真空垫在放射治疗中的应用 
 

陈鲁东 李开信 曹 亮 褚先霞 燕 杰 陈银荣 张军霞 

解放军第八六医院 243100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选取 2012 年 8 月~2013 年 2 月期间在我科利用真空垫固定摆位技术接受

放射治疗的 30 例患者，年龄 47~82 岁，平均年龄 61 岁。其中男性 21 例，女性 9 例。全部病例均

经病例组织学证实。 

方法  让患者躺在真空垫上，利用三维激光灯，使患者的体中线尽可能与激光灯射束重合，抽出真

空垫内的空气，直至变硬、塑性。通过采集扫描定位图像制作治疗计划，再经模拟机验证、治疗。 

结果  利用真空垫固定摆位技术，在模拟机设备验证下，每次摆位都能够很好的保证治疗精度和重

复性。 

讨论  刘晓莉等提出：相同条件下，测得头颈肩真空垫固定袋组 X、Y、Z 方向平均误差分别为：X

（0.1±0.68902）mm，Y（-0.03±0.73106）mm，Z（-0.99±1.08707）mm。测得透明头枕组 X、

Y、Z 方向上平均误差分别为：X（-0.16±0.78779）mm，Y（0.06±1.09931）mm，Z（-

0.4±1.12815）mm。其中头颈肩真空固定袋组 X、Z 方向的误差明显小于透明头枕组（P<0.05），

Y 方向误差无统计学意义[2]。曹洪斌等提出：在有些医院没有大口径 CT 的情况下，乳腺托架固定

摆位技术无法应用。使用真空垫固定摆位技术能够保证摆位精度，减少最终实施治疗的精度误差。

经测量使用真空垫固定摆位技术在 X、Y、Z 方向上的平均误差分别为：（1.61±1.12）mm，

（1.56±1.12）mm 和（1.50±0.9）mm[3]。真空垫固定摆位技术在放射治疗中能够很好的保证摆位

精度和重复性，从而减少治疗误差。真空垫固定摆位技术在特定的条件下，优越于其它摆位技术。

体部肿瘤中，热塑模固定摆位精度略高于真空垫固定摆位精度误差[4]。但对于乳腺癌放射治疗中，

热塑模固定技术是要将摆位标记线画在模上，患者在模内可发生左右移位或冠状面倾斜而无法及时

发现。而真空垫摆位时，先用治疗室内两侧激光灯对准画在患者腋前线的水平线，再升降床对摆位

标记线，这样就防止患者发生冠状面旋转移位，再加上真空垫对乳腺的挤压较小[5]，能够更好的保

证摆位精度和重复性。同时对于年老、瘦弱的患者，利用真空垫固定摆位能够减轻患者的不适，保

证摆位的精准度和重复性。 

 
 
PE-187 

精确放射治疗定位与摆位的关键点 
 

张佳妮 李险峰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 030001 

 

目的 随着放疗设备及电子计算机的飞速发展，当代放射治疗已经进入―三精时代‖，精确定位、精确

设计、精确照射。精确放疗技术使得在肿瘤治疗上实现高精度、高剂量、 高疗效和低损伤的现代

放疗模式逐步成为可现实。在放疗患者中使用热塑膜固定摆位方法使患者得到正确的治疗体位，使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体位保持不变，或每次使体位得到重复，限制患者不自主运动，减少误差，有利

于提高靶区剂量，而使周围的正常组织和器官受照射量最少,以提高肿瘤的局部控制率,减少正常组

织的放射并发症。在实际操作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进行了总结。 

方法与结果 定位与摆位需要注意的关键点有，1.因为热缩膜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在定位使要制作

的相对松一点。2.摆位存在的问题：2.1.定位时不能只在固定模具做标记而不做体表标记，人身体

的柔韧性就使得治疗体位与定位体位发生偏差。正确做法是在固定模具做好标记后嘱患者保持体位

不动，取下固定模具，然后在患者身上做上激光标记。摆位使要先将患者身上的标记与激光灯重

合，再扣上固定模具。2.2.在胸腹部肿瘤患者摆位时，因为躯体的依从性较大，即使体表标记未对

好固定模具也能扣上。这时就需要放疗技师要有耐心，多花时间，嘱咐患者放松心情，不要紧张，

避免皮肤受到牵拉而使体表标记受到移位，尤其是皮下脂肪较厚的患者。2.3.患者因紧张而呼吸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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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呼吸动度加大，应使患者清楚治疗过程消除紧张情绪。对于需要喝水憋尿的患者，膀胱的充盈

程度不同，也会对体表标记产生移位，应嘱患者每次喝水的量和憋尿时间要与定位时一致，以减少

误差。2.4.因放射治疗周期较长，治疗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患者体重变化较大，导致固定模具过松或

过紧，此时就需要重新定位，重做计划。3.固定模具和体表上标记的十字线要垂直，粗细一致，每

次划线时最好由同一人区完成。4.固定模具每次用完要单独摆放，避免重叠在一起。这样容易使标

有十字线的胶布脱落，卷曲。 

结论 精确的定位与摆位是精确放疗的基础，体位固定技术对于摆位的重复性有重要影响，而摆位

的重复性直接影响治疗效果。只有在工作中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使患者得到真正的精

确放疗。 

 
 
PE-188 

放疗疗程中患者体型变化与摆位误差相关性的研究 
 

谭蕾 张德康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模拟胸腹部肿瘤患者放疗疗程中体型的变化，联系 Elekta CBCT 图像配准结果的变化，研究

两者变化曲线的相关性。 

方法  用胸腹部仿真模体垫 8cm 厚干水代替人体做热塑性体膜，模拟患者放疗前流程，大孔径 CT

定位，制定计划并摆位，模拟整个疗程做 25 次 CBCT 配准，其中每隔三次减掉 1cm 厚干水，记录

25 次配准结果。将每次 CBCT 图像上传至计划系统（TPS）分别进行体膜和模体（包括干水）的

体积测量，做出体积差，并记录。收集上述数据直至治疗结束。用 SPSS2.0 软件，将体积差与摆

位误差做相关性分析。 

结果  数次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摆位误差随体积差的增大而增大，呈正相关。当体积差＞

48.17cm2 时，摆位误差任一方向＞5mm。 

结论  胸腹部肿瘤患者的体型消瘦直接导致摆位误差的增大，从而影响放疗效果。所以，在患者放

疗疗程中，应密切观察其体型（体质指数）的变化，并实际查看体膜与患者身体的贴合度，如发现

体型变化较大时，应重新制作体膜并修改计划。 

 
 
PE-189 

前列腺癌调强放疗对膀胱直肠的规范化管理 
 

李雪南 罗学臣 王婵 秋晞 竺萌 张清文 田丽红 朱宝全 刘春玲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 通过观察膀胱、直肠在治疗中的变化，分析两者对治疗的影响，说明前列腺癌调强放疗 CT 模

拟定位前与分次治疗前对膀胱直肠进行规范化管理的必要性。 

方法 选取我院 20 例前列腺癌调强放疗患者，共行 CBCT 校正治疗体位 287 次，整理 CBCT 数

据，借助 TPS 在每个 CBCT 图像上分别重新勾画 GTV、膀胱及直肠，重做计划，观察膀胱、直肠

体积和位置的变化，重新计算等剂量体积参数，分析各参数对治疗的影响，将再计划与原计划进行

比较，分析膀胱直肠体积变化对治疗靶区受量的影响。 

结果 患者之间膀胱体积差异较大，模拟 CT 的结果为 72.31-301.57cm
3。实际治疗时患者之间差异

同样显著，为 75.07-372.18cm
3。同一患者分次治疗间膀胱体积的差异最大者可相差 3.62 倍。不

同患者间的直肠体积差异也较大，模拟 CT 的结果为 33.11-107.69cm
3
,实际治疗时患者之间差异也

很显著,为 32.31-162.21cm
3。同一患者分次治疗间直肠体积的差异最大者可相差 2.51 倍。20 例患

者再计划 PTVD95%与 PTVDmin均低于原计划，虽然变化并未超过 5%范围，但膀胱直肠体积的变化

对靶区受量有一定影响，同时膀胱直肠受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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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 20 例患者尽管在 CT 模拟定位前和分次治疗前都进行了膀胱直肠的统一准备，但结果

显示充盈度仍差异较大，因此对膀胱直肠的规范化管理尤为必要。我们的具体措施为 CT 模拟定位

前进行膀胱直肠的准备时医务人员对患者的要求不仅仅是口头上还要落实有书面指导材料；实际治

疗的第一周每天 CBCT 比对后治疗师及时与医师沟通并指导患者改进膀胱直肠准备情况；对患者饮

食习惯、身体状况、准备时间进行具体管理必要时进行监管；对膀胱的管理不仅仅是饮水量和等待

时间，更要注重患者对尿意的感受；对直肠的管理严格要求排气排便排空直肠。在细化管理的基础

上不断规范完善，确保分次治疗前与 CT 模拟定位前膀胱直肠准备的一致，保证靶区受量相同，做

到精准放疗。 

  
  
PE-190 

基于 D2SRS 微光栅系统的早期非小细胞肺癌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

疗计划设计研究 
 

刘朝兴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050011 

 

目的  研究基于 D2SRS 微型光栅对于早期肺癌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计划设计及临床应用的可

行性。 

材料与方法  选取 2 例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基于调强放疗技术（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设计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计划，分析对比 ELekta Synergy VMAT 10mm 多叶

光栅与 D2SRS2mm 微型光栅 2 种计划模式下靶区和危及器官所接受的剂量。 

结果   基于 D2SRS 2mm 微型光栅的治疗计划与目前临床常规应用的 ELekta Synergy VMAT 

10mm 多叶光栅计划相比进一步优化了治疗计划质量，适形度及均匀度提高，对于肺、脊髓等危及

器官则降低了剂量。 

结论  D2SRS 微型光栅系统可以用于早期肺癌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其 2mm 的等中心叶片厚度

相对于 10mm 多叶光栅计划，对于靶区有更好的适形性和剂量跌落梯度，危及器官的剂量更低。 

 
 
PE-191 

妇科肿瘤调强放疗摆位方法和误差分析及与体重指数的关系 
 

石翔翔 孙小杨 庞浩文 杨波 唐涛 吴敬波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盆腔调强放疗计划会在肿瘤靶区周围产生剂量的梯度陡降，因此对患者的精确摆位是至关重

要的。本文为量化放疗摆位方法的科学性，并且讨论体重指数对摆位误差的影响。 

方法  对我科 2014 年 1-6 月通过盆腔调强放疗治疗的 35 名妇科肿瘤患者分别进行多组 CT 图像的

采集，获得患者在 RL（左右），SI（头脚）和 AP（腹背）方向的偏移数据，从而计算出的摆位误

差，验证摆位方法。同时，我们通过多次测算每个患者体重指数，将其平均值与其个体误差数据进

行比对，了解体重、身高等因素对摆位误差的影响。 

结果  系统误差在 RL、SI 和 AP 方向分别为 2.1mm、2.4mm 和 3.0mm，随机误差在 RL、SI 和

AP 方向分别为 2.8mm、2.6mm 和 3.5mm。 

结论  肯定了摆位方法的科学合理。确定了 CTV 到 PTV 的外扩边界大小。患者摆位误差与体重指

数并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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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92 

Civco 乳腺托架在乳腺癌放疗过程中的改良应用 
 

王建文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563003 

 

目的  改良 Civco 原装乳腺托架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发现的不足，探讨改良后的乳腺托架个体化固定

器在乳腺癌术后放疗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随机抽取实施放射治疗的乳腺癌术后患者 150 例，其中 A 组 100 例乳腺癌术后患者采用

Civco 原装的乳腺托架做固定体位，B 组 50 例乳腺癌术后患者采用改良后乳腺托架做个体化固定体

位。 

结果  采用改良后乳腺托架做个体化固定体位患者的摆位误差小，采用 Civco 原装乳腺托架固定患

者的摆位误差大，两种固定方法在治疗摆位过程中摆位误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乳腺癌患者术后需要放疗时采用改良后乳腺托架做个体化固定器：1、可根据患者实时的身体

状态、形态做体位固定，支撑性、舒适性方面都要优于原装乳腺托架，还具有头颈部偏转角度的位

置记忆功能。2，体位固定重复性的效果、精度优于 Civco 原装乳腺托架固定体位精度，特别是锁

骨上下区有较大的提升。摆位简单方便，有效解决了患者在治疗过程由于乳腺托架契型特殊设计造

成的向脚方向不自主位移问题。 

 
 
PE-193 

研究体板结合真空垫及热塑膜技术与传统臂部支撑固定技术在胸

部肿瘤放疗摆位中的误差 
 

杨丽华 龚敏 许青 孟怡然 彭佳元 杨焕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通过采用两种不同体位固定方式：1)自行改装后的体板结合真空垫及热塑膜的固定装置与 2)

臂部支撑装置，讨论分析胸部肿瘤放疗中的摆位误差。   

方法  选择肺及食道胸部肿瘤患者 19 例，随机分成两组，分别采用体板+真空垫+体部热塑膜固定

（A 组），臂部支撑装置固定（B 组）进行摆位和治疗。A 组利用二次摆位技术，即先使患者头脚

方向的激光线与真空垫上的定位标记一致，再根据患者体表定位标记进行摆位（第一次摆位），最

后覆上热塑膜固定，再根据热塑膜上的定位标记移床至治疗位置（第二次摆位）；B 组利用一次摆

位技术，即直接根据体表标记进行摆位。A、B 组均利用千伏级锥形束 CT(KV-CBCT)采集治疗前﹑

后的图像，并与计划 CT 图像配准，得到治疗前及治疗后的体位误差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对于两种不同固定方式，A 组和 B 组治疗前误差分别为：X 轴（左右方向）

1.06±0.58/1.82±0.82 mm， Y 轴（头脚方向）1.31±0.40/2.18±1.20mm，Z 轴（腹背方向）

1.28±0.66/2.94±1.81mm。治疗后误差分别为：X 轴 0.86±0.54/1.29±0.58mm，Y 轴

1.07±0.58/1.08±0.45mm，Z 轴 0.98±0.53/1.56±0.63mm。   

结论  A 组误差均小于 B 组，采用体板结合真空垫及热塑膜固定装置并应用二次摆位技术的患者，

在放疗过程中不仅摆位的精确度得以提高，同时也保证了体位的重复性及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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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94 

Inter-fractional variations and motion in OARs during 

radiotherapy for cervical cancer by using Cone beam CT 

imaging 
 

Chen Wenjuan,Bai Peng gang,Chen Kai qiang,Qu Yi yan,Jiang Nan 

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 Fuzhou， 350014， China 350014 

 

Purpose/Objective(s)  To quantify bladder and rectum size and position variations during 
cervical cancer radiotherapy. 
Methods and Materials  Sixteen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stage IB-IVA) underwent weekly cone 
beam CT (CBCT) imaging  of the pelvic during radiotherapy. All cases received IMRT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andbrachytherapy. The prescription dose of PTV was 48.6Gy/27f. A clinical 
target volume (CTV) consisting of theregional lymph nodes (comm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iliacs 
and presacral),upper vagina, parametria, cervix and uterus was contoured on the planning 
CT.The CTV from the planning CT was cast on each CBCT after rigidly registering(with respect to 
bony anatomy) each CBCT to the planning CT. The Volume changes of organs at risk by volume 
difference andDICE similarity method were analyzed and evaluated.  
Results  A total of 80 CBCT images were obtained from 16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There were 
variations between the mean volume of bladder andrectum during radiotherapy. The mean 
volume of bladder, rectum was 88.47 -195.49cm3 and 39.11-46.62cm3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olume of organs atrisk (P>0.05).Bladder had the maximum volume 
change  rate(△V% )(mean, 53.71%) ,while intestine had the minimum volume change rate (mean, 
16.30%).There was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olume of organs at risk (P>0.05).  
The volume change rate of GTV-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SC of both the bladder 
and rectum(r=-0.295,-0.231, P<0.05).  
The volume change rate of CTV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SC of the bladder, rectum as 
well as small intestine(r=-0.306,-0.357, and -0.376, respectively; P<0.05).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V% and DSC in target area and organs at risk(r<0，P<0.05).  

Conclusions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bladder and rectum volume and position occurred in 
patients of cervical cancer .Volume change rate of the bladder and rectum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SC of the target area, suggesting that DSC can be a modified adaptive 
radiotherapy treatment planning evaluation indicators. 
 
 
PE-195 

鼻咽癌放射治疗常规模拟机下观察 Y 轴精度的临床分析 
 

任珺 许青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探讨鼻咽癌放射治疗常规模拟机下观察头脚方向（Y 轴）精度的移动情况。 

材料与方法  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5 月鼻咽低分化鳞癌患者 50 例进入本研究。年龄 43-58 岁,平均

年龄 55 岁，男女比例 3：1；患者采用仰卧位，双手自然置于体侧，选用头颈肩板+适合颈部弯曲

的头枕，使用头颈肩面膜进行体位固定，嘱患者体位一定要舒适自然，并在此状态下进行摆位（由

同一技师操作）；使用飞利浦 CT 模拟机进行常规扫描，扫描方式为螺旋扫描，扫描层厚为

5mm；使用 Pinnacle 放疗计划系统制定放疗计划，物理师在确定治疗计划中心时以 CT 扫描中心

作为治疗计划的中心点，并确保进行研究的 50 例患者的放射治疗计划的中心与 CT 扫描中心一致

即 laser 点（laser 点采用 suremark 外贴金属点),选择在图像上 Mark 标记点最清晰最完整的层面作

为参考层面，并重建生成 DRR 图像;根据定位时的体位对患者进行固定，体位采用头颈肩板+头枕+

头颈肩面膜的组合，使用瓦里安 Acuity 模拟机(DR)进行验证。根据 CT 扫描重建出的 DRR 图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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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点来确定放射治疗前验证模拟机下治疗中心点，使模拟机透视下的治疗中心点与模拟 CT 治疗

中心点相重合后，所生成图像的中心点与 DRR 图像的中心点相比较后，来确定 Y 轴精度误差发生

情况（上移或下移），并分析误差发生的原因。由于 0°有点头位的误差,所以本研究采用 90°的图

像进行比较，并分析 Y 轴精度上的误差发生原因。 

结果  通过在模拟机下透视所生成图像的中心点与 DRR 图像的中心点相配准后，在 Y 轴方向发生

上移或下移的情况。50 例患者中，有 23 例的患者需要上下移动 5mm（仅为一个层面）,其中 12

例患者需要上移，11 例患者需要下移；27 例患者不需移动。模拟机下 Y 轴中心点精度误差表现为

离散均衡，未发现离散至一侧倾向趋势。误差主要发生原因为 Mark 点的几何体积尺寸（1.5mm)和

CT 扫描层厚（5mm)和 CT 的扫描方式（螺旋扫描）导致 CT 扫描中心点(Mark 点)出现在相邻的两

个 CT 扫描层面，使得 DRR 图像的中心点与模拟机透视图像中心点发生偏差。 

结论  结合上述研究发现，由于 CT 模拟扫描层厚为 5mm，扫描方式为螺旋扫描，使用的 Mark 标

记点具有一定的几何体积，导致 Mark 标记点在相邻层面上显像，使治疗计划中心在设计时会出现

在 Mark 点层面选择上的偏差，从而使图像在 Y 轴方向出现误差，在治疗前进行二维验证是非常重

要的。 

 
 
PE-196 

Treatment planning comparison of 3D conformal 

radiotherapy,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and  

hybrid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for early breast 

cancer 
 

Qiu Lingyun
1
,Zhan Zhan

1
,Zhang Yinghao

1
,Jia Yongshi

1
,Liang Xiaodong

1
,Zhang Lei

2
 

1.Department of Radiotherapy Oncology， Zhejiang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2.Department of Radiotherapy Oncology， Zhejiang Cancer Hospital 

 

Purpose  To compare the dosi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different treatment 
techniques:  3D conformal radiotherapy (3D-CRT),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and hybrid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h-IMRT) for simultaneous integrated boost of early 
breast cancer. 
Methods and Materials  In total 30 patients (15 left, 15right), a variety of dose-volume 
parameters,  including conformity index, dose homogeneity index and doses to the organs at risk 
including heart, lungs and the contralateral breast and number of monitor units, were compared 
for these plans. The mean dose to organs at risk was also evaluated. 
Results  The capacity of protecting the organs at risk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using IMRT and h-
IMRT when compared with 3D-CRT (P<0.05). Meanwhile, h-IMRT target dose conformity and 
uniformity is slightly lower than IMRT but both were better than that of 3D-CRT.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wo other techniques, additional improvements were 
obtained using h-IMRT. H-IMRT plans were more appropriate for simultaneous 
integrated boost of early breas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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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197 

体质量指数对乳腺癌保乳术后放射治疗摆位误差的影响 
 

高芳照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放射物理技术中心 610041 

 

目的  观察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对乳腺癌保乳术后放射治疗摆位误差的影响，并以

此计算靶体积外扩边界大小，探讨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 IGRT 的必要性。 

方法  收集乳腺癌保乳术患者 30 例，按 BMI 分为 2 组，A 组为 BMI≥24（偏胖 13 人；肥胖 5

人），B 组为 BMI＜24（正常 12 人）。患者用真空袋固定，采取仰卧位，标记点标记在患者皮肤

上。患者每次放射治疗前进行锥形束 CT 扫描，运用灰度自动配准加上手动配准，记录 X、Y、Z

轴方向校正前的摆位误差并进一步计算不同 BMI 患者三维方向的 PTV 外扩边界。对比 A、B 两组

的摆位误差。 

结果  患者 BMI 的增加在 X、Y、Z 轴方向上的摆位误差逐渐增大。A 组在 X（左右方向）及 Z（背

腹方向）方向摆位误差均大于 B 组，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两组在 Y 轴（头脚方

向）方向的摆位误差数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 组 X、Y、Z 轴平均误差分别为

（2.09±1.46）、（1.64±0.28）、（2.59±0.59）mm；B 组 X、Y、Z 轴的平均误差分比为

（1.68±0.36）、（1.47±0.16）、（1.77±0.3）。 

结论  BMI 过大的偏胖和肥胖乳腺癌保乳术后病人，摆位误差会受到一定影响，建议对于 BMI 过大

的患者应采取 CBCT 扫描，提高精度减少摆位误差。对于 PTV 外扩边界时也需要考虑 BMI 的影

响。 

 
 
PE-198 

表面光学图像引导系统的准确性及在亚洲肤色人种的应用 
 

高芳照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放射物理技术中心 610041 

 

目的  探讨光学表面图像引导系统的准确性以及在亚洲肤色人种放射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1.

选取拟人模体，把模体固定在治疗床上，选取感兴趣区域。利用光学表面成像系统，拍下此时模体

表面图像信息为参考图像 Cref。记录 Cref 下治疗床 X、Y、Z3 个方向的数值为 Cx、Cy、Cz。分

别在 X、Y、Z 轴三个方向随机移动治疗床并记录下每次移动之后机器治疗床显示的参数为 Cx1、

Cy1、Cz1，记同次 Catalyst 系统数值为 Cx2、Cy2、Cz2。治疗床三个轴方向的移动参数标记为

D（D=C1-C），要求 D≤ 4cm。记录 D 与 C2 的差值。2.采用国际照明学会规定的色度系统 L*a*b*

测量值个体类型角(ITA°)的方法。按照皮肤颜色分级标准，从Ⅰ级到Ⅳ中分别选取接近亚洲肤色的

颜色，制作 4 个模体。模体形状大小均一致。色彩 L*a*b*值分别为Ⅰ:L90、a5、b8；Ⅱ:L80、

a15、b18；Ⅲ:L57、a15、B26;Ⅳ:L36、a16、b21。把四个模体放在相同位置相同外界光线强度

的治疗床上，分别调整增益范围（100%-700%）与整合时间（0-7000μs）。图像完整度分三类，a:

没有任何模体图像；b：模糊不完整模体图像；c:清晰的模体图像。分别记录每个模体各个图像完

整度临界点的增益范围与整合时间的数值进行分析。 

结果 1.通过随机数据 50 组获得的 D 与 C2 的差值显示 X、Y、Z 方向的平均值分别为

（0.8±0.47），（0.47±0.38），（0.23±0.15），X、Y、Z 三个方向 D 与 C2 差值均小于 2mm。2.

Ⅰ级别肤色和Ⅱ级别肤色模体的图像完整度分析，当增益范围与整合时间超过一定阈值时，能获得

c 类。但是增高整合时间和增益范围，导致的曝光过度，使得 c 类图像开始变为 b 类图像。对于Ⅲ

级别肤色而言，减少增益范围与整合时间时会导致由于曝光不足，产生 b 类图像。对于Ⅳ级别肤

色，只有在很高的增益和整合时间时，才能看到 c 类图像。 

结论  光学图像引导系统在胸部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准确性。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于放射治疗的摆

位，减少摆位误差，降低治疗风险，提高治疗的准确性。相比较欧美白人人和黑人而言。对于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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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的肤色拥有良好的适应性，虽然肤色越深需要的增益与整合时间数值越大。但通过研究整合时

间在 5000 μs 及增益为 300%左右时，便可以在广谱肤色上获得完整清晰的表面图像。 

 
 
PE-199 

TomoDose 在螺旋断层加速器射野离轴剂量分布测量中的 

应用与研究 
 

魏鹏 刘峡 杨波 庞廷田 刘楠 董婷婷 胡克 邱杰 张福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分析二维半导体矩阵 TomoDose 检测螺旋断层直线加速器射野离轴剂量分布特性的准确性和

重复性，提高对二维半导体矩阵 TomoDose 的认识，更加准确、快速的完成对螺旋断层直线加速

器的剂量扫描和质量控制检测工作。 

方法 在正确摆位条件下，分别用二维半导体矩阵 TomoDose 与固体水模体和 IBA Helix 三维扫描

水箱与 CC04 电离室扫描螺旋断层直线加速器射野横向截面剂量分布和纵向截面剂量分布，分析对

应曲线的两种测量设备偏离度，计算射野宽和半影等参数，并对测量结果进行分析。每周一次，连

续六周进行重复测量，检测二维半导体矩阵的重复性。 

结果 将二维半导体矩阵 TomoDose 和 IBA Helix 三维扫描水箱测量的横向截面剂量分布曲线进行

比较，在半影区域 DTA 为 3mm 时全部通过。同时对纵向截面剂量分布曲线进行 DTA 评估，DTA

为 2mm 时全部通过。二维半导体矩阵 TomoDose 六次测量差异在 1%以内，具有很好的重复性。 

结论 二维半导体矩阵 TomoDose 测量的射野离轴剂量分布曲线与三维水箱 BPH 电离室扫描结果具

有较好的一致性，可以用于螺旋断层直线加速器的射野离轴剂量分布的日常检测。因为三维扫描水

箱价格昂贵，并不是每一个医院都有，而且使用麻烦测量前后准备的时间较多，不推荐日常使用。

相对而言，二维半导体矩阵 TomoDose 使用方便，效率高，摆位、校准和数据分析通常几分钟就

可以完成，是一个非常好的质控设备。 

 
 
PE-200 

IC Profiler 在加速器照射野常规剂量学中的应用 
 

王贝 刘峡 杨波 庞廷田 刘楠 董婷婷 胡克 邱杰 张福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放疗科 100730 

 

目的 确定 IC Profiler 用于测量加速器照射野常规剂量学质控项目的准确性。 

方法 通过在三维水箱和 IC Profiler 中分别测量 6X 最大剂量点 Dmax 和水下 10cm 处射野分别为

5X5cm
2、10X10cm

2、20X20cm
2和 7Mev，10Mev 最大剂量点 Dmax 处射野分别为 10X10cm

2、

15X15cm
2、20X20cm

2的离轴响应曲线，用 IC Profiler 软件得出相应的 Compare index（CI）

值，CI 值越小说明符合程度越好。并用 SPSS22 软件对两种测量方法得出的数据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方法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由 IC Profiler 得出的 CIinline=0.7、CIcrossline=0.524、CIPD=2.267、CIND=2.758，由 SPSS22 软

件得出的两种测量方法的平坦度（Pinline=0.224、Pcrossline=0.398、PPD=0.866、PND=0.847），对称

性（Pinline=0.518、Pcrossline=0.847、PPD=0.429、PND=0.847）均无统计学差异，半影区 inline 方向

（Pinline
+
=0.691、Pinline

-
=0.111），crossline 方向（Pcrossline

+
=0.823、Pcrossline

-
=0.793）和 PD 负方

向（PPD
-
=0.152）无差异，但在 PD 正方向、ND 方向的半影宽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PD
+
=0.003、PND=0、PND

-
=0.003）。 

结论 用 IC Profiler 测出的射野平坦度、对称性及 inline、crossline 方向的半影宽度其准确性与三维

水箱测出的结果一致，但在两对角线方向上还存在误差，故在对加速器进行照射野常规剂量学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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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用 IC Profiler 查看 inline、crossline 方向的数据，但若需知晓对角线方向的剂量学特性，建

议以三维水箱为准。 

 
 
PE-201 

探索热塑水解膜的收缩性对头颈部肿瘤摆位误差的影响 
 

郭振能
1
 周进朋

1
 刘江

1
 胡银祥

1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贵州省肿瘤医院 

 

目的  通过增加补偿片的方法，研究热塑水解膜的收缩性对等中心摆位误差的影响。 

方法  在头颈肩模制作过程中，选取 40 例头颈部肿瘤患者，通过激光灯对线、头颈肩架固定、垫空

心透明头枕制作头颈肩模，分为两组，A 为对照组、B 为研究组，每组 20 例。A 组患者制模时空

心透明头枕下不垫 3mm 补偿片，B 组在制模时空心透明头枕下垫 3mm 补偿片，分别于制模后 20

分钟和 24 小时于眉弓处沿两侧垂直头颈肩架板测量膜平均收缩 4.5mm。A 组制作完头颈肩膜 20

分钟后即行 CT 模拟定位，B 组于制模 24 小时后 CT 模拟定位，通过 TPS 制作计划、校位后首次

治疗摆位测量等中心 X（左、右）、Y（头、脚）、Z（前、后）方向误差值。 

结果  统计得出两组在 X、Y、Z 方向误差分别为 A 组为 (1.572±0.909)mm、(1.477±0.542)mm 和

(1.827±0.789)mm； B 组为(1.383±0.837)mm、(1.422±0.944)mm 和(0.844±0.584)mm；成组 T 检

验 p 值 X、Y、Z 三个方向分别为 0.535，0.811，0.001，两组在 X 轴、Y 轴方向 P＞0.05 无显著

性差异，Z 轴方向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采用加垫补偿片制作头颈肩模后 24 小时后定位能够降低体模收缩造成面部压迫不适；同时降

低头颈部肿瘤等中心摆位误差，进一步提高放射治疗等中心摆位精度。 

 
 
PE-202 

不同调强计划在宫颈癌放疗中靶区及卵巢剂量学分析 
 

刘楠 杨波 刘峡 庞廷田 董婷婷 晏俊芳 邱杰 张福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放疗是治疗宫颈癌的主要方法，卵巢做为危及器官暴露于电离辐射可造成其功能下降，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调强技术较三维适形技术可进一步降低正常组织和危及器官的受量，现将容积调

强计划和 HT 计划进行对比，研究两者的剂量学差异及对卵巢保护的优劣。 

方法  选择 9 例宫颈癌术后放疗患者的 CT 图像进行靶区及 OAR 勾画，并对同一图像设计 VMAT、

HT 计划，评估靶区及 OAR 的剂量分布。  

结果  VMAT 和 HT 计划的 HI 和 CI 均能满足临床处方剂量要求，无统计学差异。在靶区覆盖度上

HT 计划优于 VMAT 计划（P<0.05）。相对于 VMAT 计划，HT 计划在卵巢保护方面有明显优势，

左卵巢 Dmax 降低约 17Gy,Dmean 降低约 5Gy，右卵巢 Dmax 降低约 21Gy,Dmean 降低约 6Gy。

HT 计划的膀胱 V40（36.78%、31.80%，P=0.012）、直肠 V40（69.59%、51.64%，P=0.001）

低于 VMAT 计划。 

结论  HT 计划在保护危及器官尤其是卵巢功能方面有明显优势，宫颈癌患者接受放疗时在卵巢保护

方面能够明显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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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03 

食管癌单中心上下分野调强放射治疗技术的应用分析 
 

魏鹏 刘峡 杨波 庞廷田 刘楠 董婷婷 胡克 邱杰 张福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验证食管癌颈胸联合野单中心上下半野调强放疗技术的可行性，为其临床应用提供剂量学依

据。 

方法  选取本中心 15 例食管癌颈胸联合野长靶区的患者，使用 Varian Elcispe 8.6 版本计划系统制

定单中心上下分野调强计划。以肺尖为分界线，上半段采用上半野调强照射，下半段采用下半野调

强照射。考虑上半野与下半野联合处可能会出现欠剂量区或过剂量区，计划设计时上半野，Coll 设

置为 90°，X1=1cm；下半野，Y2=1cm。所有调强计划均采用滑窗技术（Sliding Window），上下

野均采用 7 野或 5 野等均分野，AAA 算法进行剂量计算。计划制定完成后进行计划评估。在患者

进行放射治疗前使用固体水模体和电离室对调强计划进行点剂量验证，并使用 MapCheck 计划验

证模体对调强计划进行面剂量验证。分别将模体在瓦里安 Trilogy 直线加速器上进行照射，对其验

证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15 例食管癌患者的点剂量误差全部在 3%以内，面剂量通过率全部在 95%以上，达到本中心

剂量验证标准，满足临床需要。 

结论  食管癌颈胸联合野长靶区单中心上下分野调强放射治疗技术满足临床要求，可以应用于临床

治疗。食管癌颈胸联合野长靶区单中心上下分野调强放疗与传统的两个中心做法相比，只需一次摆

位，减少了放疗技师的摆位时间和患者的治疗时间。单中心上下分野调强技术提高了靶区剂量，同

时又避免了肺过多的低剂量照射，很好的满足了临床剂量要求。 

 
 
PE-204 

基于 4D-CT 定位研究分析肺癌患者放疗的摆位误差 
 

蔡蓉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探讨应用 4D-CT 定位的肺癌患者放疗时摆位误差，为医生勾画靶区外放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 phlipis 定位机对 16 例需行放疗的肺癌患者行 4D-CT 模拟定位扫描，生成的 10 个呼吸

时相的 CT 图像,将生成的 CT 图像处理得到最大 MIP 图像，最小 MinIP 图像和平均 AVG 图像。医

生在处理的图像上勾画靶区，物理师制作放疗计划。患者 mei 每次放疗前应用 VARIAN IX 加速器

行 CBCT 扫描，将获得的 CBCT 图像与计划 4D-CT 图像配准，得到患者放疗时三维方向上的摆位

误差。利用 SPSS18 对得到的误差进行分析。 

结果  CBCT 扫描共 150 次，左右，头脚，腹背方向上的误差分别为：（-0.87±2.462）mm、

（0.57±3.400）mm、(-0.50±1.882)mm，绝对值最大分别为 8mm、9mm、7mm，大于 5mm 的误

差在三个方向上的发生率分别为：2%、6.7%、1.3%。结论：采用 4D-CT 定位可有效的监控患者

呼吸运动，每次治疗前应用 CBCT 验证可纠正摆位误差，本科室肺癌患者采用体膜固定，摆位误差

范围在三个方向上基本控制在 5mm 以内，可为医生靶区外放范围提供依据。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278 

 

PE-205 

宫颈癌放疗膀胱充盈与不充盈状态下的位置验证结果分析 
 

万军 甘家应* 洪卫 冉立 常建英 周瑾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贵州省肿瘤医院 550004 

 

目的  比较宫颈癌放疗膀胱充盈与不充盈的摆位验证结果，探讨宫颈癌放疗时的理想模式。 

方法  选择在 Elekta Synergy 直线加速器治疗的 15 例宫颈癌患者，年龄 31~57 岁。体位固定采用

体模上会阴卡热塑模固定。患者仰卧位，正中矢状线与正中激光线重合，两侧体表标记线与两侧激

光线重合。依病人舒适度选取合适的固定头枕。CT 定位时患者膀胱充盈，CT 扫描参数为：

120KV，200mA，扫描层厚 5mm，连续扫描。CT 图像经 IMPAC 网络传输至 Oncentra 计划系统

进行靶区和危及器官勾画，采用 7 野布野进行调强计划设计，IMRT 优化类型为直接子野优化 。计

划设计完成经高年资医生和物理师共同审核后数据通过 IMPAC 网络传输到直线加速器 XVI 系统。

治疗床处于 00 位置，摆位使患者治疗体位与 CT 定位体位一致，调整直线加速器治疗床使激光线

与体模上的摆位中心标记吻合。CBCT 扫描前嘱患者喝水（200ml~500ml，与 CT 模拟定位时喝水

量一致）,测量工具为量筒。每例患者按治疗总次数的一半次数喝水使膀胱充盈，一半次数为自然

状态（膀胱不充盈）进行扫描。CBCT 扫描参数为：120KV，405mAs，准直器为 M20，虑线器为

F1，扫描旋转角度 360°（机架角逆时针 180°至 181.1°或顺时针 181.1°至 180°），图像采集速度

5.5 帧/s，共 648 帧，采用中分辨率重建方式。图像匹配区域（Clipbox）包括整个 PTV,在其三维

方向上各外放 2 厘米，每次匹配区域不变，CBCT 图像采用灰度模式与计划参考图像自动匹配，匹

配结果经高资质医生和物理师共同确认。记录 15 例宫颈癌患者 85 次膀胱充盈与 85 次膀胱不充盈

CBCT 与计划参考图像匹配结果，运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组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配

对 T 检验。 

结果  膀胱充盈与不充盈六维方向有两项误差经膀胱充盈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左右）方向和 Y

（头脚）方向的线性误差，膀胱充盈比不充盈的误差明显小。T 检验结果显示 15 例宫颈癌患者在

6 个自由度中 Z（腹背）方向线性误差和 X、Y、Z 方向旋转误差 4 项 P 值均大于 0.05，无统计学

意义。 

结论  宫颈癌放疗膀胱充盈时在 X、Y 方向线性误差比不充盈时摆位误差明显小，膀胱充盈状态的

不同会影响灰度模式匹配的结果，为了提高摆位治疗精度及疗效，应使患者治疗时状态与 CT 定位

时状态尽可能一致。 

 
 
PE-206 

放射治疗体位固定热塑膜变化规律分析 
 

刘江 胡琴 周进朋 甘家应* 胡银祥 洪卫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贵州省肿瘤医院 550004 

 

目的  探索本院放疗专用体位固定热塑膜收缩的变化规律，分析热塑膜软化成型后性能是否稳定。 

方法  材料为本院使用的―快易康‖低温热塑定位膜。随机各选取 3 张新、旧 U 型面膜，3 张新、旧

头颈肩膜，3 张新、旧网状体膜和 3 张新、旧板状体膜（旧膜指用过 1 次的膜）。经测量，新定位

膜厚度为 2.0～2.1mm，软化拉伸冷却后厚度为 1.9～2.0mm；旧膜软化前厚度为 1.9～2.0mm，软

化拉伸冷却后厚度为 1.8～1.9mm。体模室环境温度为 25℃，相对湿度为 57%，保持体模室内恒

温、恒湿。恒温水箱水温设置为 66℃左右，把热塑膜置于恒温水箱中软化，软化时间为 U 型面膜

1 分钟左右，头颈肩膜和体部网状膜 3 分钟左右，体部板状膜 5 分钟左右，从恒温水箱中取出软化

的热塑膜置于平板上沿横轴方向拉伸并压平，拉伸依次分别为：U 型膜 40cm、45cm、50cm；头

颈肩膜 50cm、55cm、60cm；网状体膜 70cm、80cm、90cm；板状体膜 70cm、80cm、90cm，

待膜硬化后在其中心位置做好标记设为原点，硬化时间为 3～5 分钟。以原点为中心，沿横轴和纵

轴方向各移 10mm、20mm、30mm、40mm、50mm、100mm 设置标记点。之后定时用直尺或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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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卡尺测量，记录原点到每个标记点之间的距离，时间间隔分别为做膜后 5 分钟、10 分钟、15 分

钟、20 分钟、25 分钟、30 分钟、60 分钟、120 分钟、24 小时、48 小时。 

结果  新旧定位热塑膜硬化后 5～15 分钟内收缩≤0.5mm，20 分钟左右沿横轴或纵轴方向最大收缩

≤1mm，20 分钟以后性能状态比较稳定。 

结论  本院放疗专用体位固定热塑膜软化成型后性能比较稳定，收缩率小，建议临床待定位热塑膜

硬化 20 分钟以后进行 CT 扫描定位和贴标记。 

 
 
PE-207 

探讨放疗技师的工作细心与责任对最终治疗结果的影响 
 

傅炜 李险峰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 030001 

 

目的 分析放疗技师在从定位到治疗的整个过程中所做的工作，探讨放疗技师对最终治疗效果的影

响。 

方法 通过日常工作中发生的三个真实案例，来说明放疗技师对最终治疗结果的影响。案例一，新

来的物理师不熟悉计划系统，用图像的几何中心来代替体表标记点形成的治疗中心，导致计划的中

心比实际位置偏离了 2cm 之多，万幸第一次治疗时技师及时发现并中止了治疗，才没有酿成错

误。案例二，患者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肿瘤体积缩小，二程计划的治疗中心相比一程计划发生了变

化，但是计划单上却没有标记出，导致技师仍旧按照一程的标记进行摆位，在治疗了 3 次之后才发

现这个错误，虽然事后做了补救，但是远期的影响尚难估计。案例三，头颈部肿瘤患者，照射一段

时间后瘤体明显缩小，遂重新制作头颈肩膜，重新定位。但由于沟通出现问题，技师在实施新计划

时并不知情还有新的头颈肩膜，而是继续使用旧膜治疗，也是在治疗几次后才发现这个失误，虽然

也进行了补救，但是靶区外的正常组织还是不可避免的受到了照射。 

结果 放疗计划的实施是多部门协同合作的过程，其中包括了定位、勾画靶区、计划设计、计划验

证、计划实施等阶段，如果在某一环节出现了问题，那么最终治疗结果都将受到影响。从上面三个

案例可以看出，问题都是技师发现并及时纠正的。因为放疗技师全程参与了定位和治疗的全过程，

与病人的接触时间也最长，最容易发现病人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放疗是多部门协作的治

疗，部门之间的沟通是最重要的，很多数据必须形成书面的记录才能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由此可

见，放疗技师在放疗过程中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病人的最终治疗结果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论 放疗技师作为放射治疗计划的具体实施者，参与日常摆位的主体，在放疗中的地位尤为重

要。通过技师认真负责地工作，对病人最终的治疗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PE-208 

三维适形放疗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不能手术的原发性肝癌的

疗效研究 
 

王天权 

陕西省肿瘤医院 710061 

 

原发性肝癌患者肝动脉化疗栓塞两次后，行三维适形放疗，以评估综合治疗原发性肝癌的疗效及毒

副反应。 

对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肿瘤医院 2006 年 10 月~2010 年 10 月期间 120 例

不能手术切除或拒绝手术，或门静脉受侵，或腔静脉受侵，或腹主动脉受侵，病灶为单发或双发的

原发性肝癌随机分组：（1）三维适形放疗结合肝动脉化疗栓塞综合组（2）单纯肝动脉化疗栓塞

组。所有患者均行肝动脉化疗栓塞二次，综合组患者随后行三维适形放疗，放疗照射 30 次,,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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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Y,，总剂量 60GY。综合治疗组 61 例，其中男性 52 例，女性 9 例，年龄 43-65，中位年龄 53

岁；对照组 59 例，其中男性 49 例，女性 101 例，年龄 40-67 岁，中位年龄 51 岁。两组患者均无

黄疸，肝肾功能基本正常，无腹水及远处转移。所有患者依据临床症状、体征、影像学及甲胎蛋白

（AFP）等确诊，病理活检均为肝细胞癌。 

结果  1.综合组的 1、2、3 年生存率分别为 75.4%，62.3%、44.9%;单纯治疗组为

55%,30.5%,15.2%。两者有显著性差异。2.综合治疗组和单纯治疗组的有效率分别分 86.9%、

56%，两者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三维适形放疗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不能手术的原发性肝癌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延长了患者生存期，而没有增加毒副反应。 

 
 
PE-209 

三种调强放疗方式治疗 NSCLC 的剂量学比较 
 

宋明永 戴相昆 杜乐辉 巩汉顺 王小深 方春锋 蒋中凯 陈高翔 王金媛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分析比较螺旋断层调强（HT）、静态调强（IMRT）和容积旋转调强（VMAT）治疗非小细胞

肺癌（NSCLC）的剂量学特点，为临床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18 例 NSCLC 患者，分别设计 HT、IMRT 和 VMAT 计划，给予 PGTV 处方剂量

60Gy/25 次，PTV 处方剂量 50Gy/25 次。根据剂量体积直方图（DVH）评估靶区的 D2%，D98%，

Dmean，适形指数（CI），均匀性指数（HI）和危及器官（OAR）受量，比较三组治疗计划之间靶

区以及器官剂量，治疗时间和机器跳数（MU）的差异。 

结果  三组计划的剂量分布均能很好地满足临床剂量要求，HT 计划在靶区覆盖度、靶区适形度

（CI）和靶区均匀性（HI）上均优于 IMRT 计划和 VMAT 计划，但剂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危及

器官受量方面，VMAT 计划对患侧肺的保护优于 HT 和 IMRT（P<0.05）；而 HT 计划对健侧肺的

保护优于 IMRT 和 VMAT；从双肺来看 VMAT 稍优于 HT，HT 稍优于 IMRT（P>0.05）。HT 和

VMAT 计划对脊髓的保护均优于 IMRT 计划（P<0.05）。在治疗时间上，HT 大于 IMRT

（P>0.05），IMRT 大于 VMAT（P<0.01），HT 的 MU 数远大于 IMRT 和 VMAT。 

结论  HT 和 VMAT 计划均优于 IMRT 计划，VMAT 计划相对于 HT 计划可以降低双肺剂量，并且具

有效率优势。 

 
 
PE-210 

容积旋转调强放疗弧内间断出束的研究 
 

王清鑫 江波 王伟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实现 Pinnacle 计划系统 VMAT 弧内间断出束的功能，并探究其临床应用的优势。 

方法 选取本院 8 例胸段食管癌病例。通过编写的程序实现 Pinnacle 弧内间断出束的 VMAT（Finite 

Discontinuity -VMAT，FD -VMAT）。每个病例均设计 FD -VMAT、VMAT 和固定野 IMRT 计划。

计划评价参数包括 PTV 的 CI、HI 指数、危及器官的受量、计划验证通过率、机器跳数和治疗时

间。配对 t 检验比较不同计划间的差别。 

结果 FD-VMAT 计划 PTV 的 CI 值和 VMAT 基本等同（P = 0.186），HI 值略差于 VMAT （P = 

0.001），但均优于 IMRT 计划（P 

= 0.006、0.002）。在肺 V20 及 V30 上，FD-VMAT 保持了 VMAT 的优点，同 IMRT 相比，降低幅

度分别为 19.79 % （P = 0.000）和 20.32 %（P=0.000）。在肺低剂量区（≤ V5）FD -VMAT 具备

IMRT 的优点，受量低于 VMAT，其中 V2 最为显著，降低幅度为 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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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00）；FD -VMAT 计划 MLD 均低于 VMAT 和 IMRT 计划(P = 0.001、0.000）。脊髓

PRV D1cc、心脏 V30 和计划验证通过率三种治疗方式没有统计学差异。FD-VMAT 计划心脏 V40

和平均剂量同 VMAT 计划基本相近（P = 0.175、0.468），略低于 IMRT 计划（P = 0.021、

0.002）。FD-VMAT 计划的机器跳数略高于 VMAT 计划，比 IMRT 计划相比分别降低了 13.6%和

49.6%。 

结论 将实现的 FD -VMAT 应用到胸段食管癌中，同 VMAT 和 IMRT 计划相比，FD -VMAT 计划在

保证靶区质量、对心脏脊髓保护和高治疗效率前提下，可进一步降低肺的受量，是一种新的可选择

的治疗方式。 

 
 
PE-211 

IMRT、VMAT 及 Tomtherapy 技术应用于非小细胞肺癌 SABR 的剂

量学对比研究 
 

袁道足 吕家华 李琦 李涛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本文通过比较三种技术应用于不同位置、不同大小的非小细胞肺癌 SABR 的物理剂量分布特

点，为临床个体化选择放疗技术提供物理学参考。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015.01 月至 2015.12 月就诊我科，既往行 SABR 的 40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根据 ICRU 83 文件勾画完善照射靶区，制定两套 IMRT、VMAT 计划和 HT 照射计划。各计划均满

足肿瘤靶区剂量：周围型 48Gy/4f，中央型 56Gy/8f。并根据 RTOG 标准限制危及器官（Organs 

At Risks，OARs）的剂量。根据剂量体积曲线图（DVH）评价三套计划靶区的剂量学参数

（Dmax、CI、HI）和正常器官的照射剂量及受照体积。 

结果  三套计划均能满足靶区的剂量要求和危及器官的限制条件。中央型 NSCLC，靶区（HI、

CI），HT（0.77±0.48、0.31±0.24），VMAT（0.71±0.35、0.27±0.22），IMRT（0.62±0.25、

0.23±0.24）（p<0.001，p<0.001）；患侧肺 V5、V10、V15 及 MLD，IMRT 技术最低，其结果

（Dmean±SD）分别为 V5（48.27±8.05）、V10（40.66±7.14）、V15（35.36±6.64）及 MLD

（6.53±3.55），明显低于 VMAT 和 HT 技术（p<0.05），肺 V20、V30、V40 三者无统计学差

异；而健侧肺，VMAT 明显低于另两种技术（p<0.001）。周围型 NSCLC，患侧肺的受照剂量及

体积，HT 均小于 VMAT 和 IMRT 技术；健肺 V5、V10 及肺 Dmax，HT 技术 V5(23±7.95)、V10

（10.9±4.64）及 Dmax（14.59±4.30）高于其它两种技术(p<0.001)。正常危及器官（如心脏、脊

髓、食管等最大受照剂量），旋转调强技术均低于固定野调强技术。  

结论  HT 技术在靶区适形性及均匀性更显优势。中央型 NSCLC，患侧肺（V5、V10、V15）及肺

MLD，固定野调强技术（IMRT）更优于旋转和螺旋断层调强技术，肺（V20、V30、V40）三者相

似，而旋转调强（VMAT）对健侧肺的保护性更好。周围型 NSCLC，患侧肺受照剂量及体积，HT

要优于另两种技术，但健侧肺低剂量区（V5、V10）及肺 Dmax，HT 技术略显劣势。旋转调强技

术对正常危及器官的保护性似乎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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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12 

Pinnacle 中放疗计划融合的方法及应用 
 

李霞
1
 蒋晓芹

2
 李涛

1
 王强

1
 柏森

1
 沈亚丽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中心 

2.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肿瘤中心放疗科 

 

目的  在调强放射治疗的临床实施中，治疗计划大都是从开始实施直到全程放疗结束，期间不进行

计划的修改。所有物理剂量的计算都是依据治疗前获得的影像学 CT 定位图像，忽视了整个治疗过

程中分次治疗期间患者解剖结构及肿瘤退缩发生改变的因素。整个放疗过程采用同一个初始放疗计

划，可能导致靶区漏照或是危及器官的过量照射，因此重新定位，在新扫描的 CT 图像上修改设计

物理计划的要求变得极为重要。随着精确放疗的发展，自适应放疗及个体化治疗变得尤为重要。自

适应放疗是放疗过程中简单的一次改野计划的扩展和完善，重新修改治疗计划是自适应放疗的重要

环节。然而，在自适应放疗或简单的多阶段改野计划中，危及器官的限量，计划的加和及整体评估

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旨在建立 Pinnacle 中计划融合的方法并使之一键功能化。 

方法  通过 Pinnacle 中商化开放的 Scripting 功能设计完成计划融合的 scripts,并且通过两种方法验

证该脚本的正确性及完善性——Pinnacle 中实例病人的验证以及 Eclipse 中已经商化的 plan sum

功能的验证。对于不同 CT 图像上计划的加和，该计划融合方法的前提是图像融合。 

结果  该计划融合方法能够高效完成临床需要的不同 CT 图像上计划的加和以及同一 CT 图像上多阶

段计划加和的简化。 

结论  该计划融合方法能够高效完成临床上所需的不同情况下的多计划加和，这不仅简化了目前

Pinnacle 中同一 CT 图像上多阶段计划加和的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更是完善地解决了不同 CT

图像上计划加和的问题。对于临床多阶段改野计划，尤其是自适应放疗中计划的加和及评估问题，

该计划融合方法尤为重要。 

 
 
PE-213 

扫描范围选取对鼻咽癌螺旋断层放疗摆位误差的影响 
 

刘琼 范志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应用图像引导技术，研究不同的扫描配准范围对鼻咽癌螺旋断层放疗摆位误差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6 月接受我院螺旋断层放疗的鼻咽癌患者 30 例，随机分为三

组，采用热塑体膜头颈肩面罩固定。头部组扫描范围选择眉骨上界至上下牙齿分界，颈部组扫描范

围选择上下牙齿分界至颈部下界，头颈组选择眉骨上界至颈部下界全范围扫描。每次放疗前先行

MVCT 扫描, 第一周每天一次 MVCT 扫描，以后每周一次。用骨配准方式与 CT 扫描图像进行自动

匹配和手动调整，分别记录 X 轴、Y 轴和 Z 轴方向上的线性摆位误差以及 roll 的旋转摆位误差值,获

得各组的摆位误差。 

结果  头部组、颈部组及头颈组摆位误差 X 轴方向上误差值分别为 0.41±0.77mm、1.95±2.40mm、

0.11±1.11mm，Y 轴方向上误差值分别为-0.22±0.94mm、-1.8±2.09mm、-0.01±1.43mm，Z 轴方

向上误差值分别为-0.01±0.94mm、0.10±1.40mm、0.19±1.35mm，roll 方向上误差值分别为

0.09±1.03°、-0.42±1.24°、-0.06±1.01°。头部组与颈部组在 X 轴和 Y 轴方向上误差值比较有显著

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头部组和头颈组在 X、Y、Z 及 roll 方向上误差值比较，均无显

著差异（P>0.05）；颈部组和头颈组在 X、Y、Z 及 roll 方向上误差值比较，也均无显著差异

（P>0.05）。 

结论  1、鼻咽癌 MVCT 扫描配准中范围选择加入颈部和不加入颈部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应

密切注意鼻咽癌颈部的摆位误差，提高颈部剂量的准确性。2、采用单一热塑体膜固定方式不能很

好的控制颈部剂量，建议改良体位固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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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14 

Varian Millennium-MLC carriage 镀膜升级前后性能比较 
 

曹忠
1
 罗广文

2
 金明信

1
 张焜毅

2
 

1.海南省肿瘤医院 

2.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目的  通过跟踪 Varian Millennium-MLC carriage 镀膜升级前后叶片 PWM 值以及 MLC 故障次数，

对比分析镀膜升级前后多页准直器的性能变化。 

方法  对一台瓦里安多页准直器叶片导槽进行镀膜升级，分别记录和分析升级前后多页准直器叶片

驱动电机的 PWM 值和升级前后半年的 MLC 故障次数。 

结果  A 面平均 PWM 值下降 13%，B 面平均 PWM值下降 9.7%；PWM 最大值在 8-10 之间的叶片

占总叶片数的 97.5%，且升级后没有最大值超过 16 的叶片；半年比较发现叶片 MLC 故障次数下

降 62%。 

结论  对 Varian 多页准直器 Carriage 镀膜升级可以有效减少叶片运动阻力，同时减少因阻力造成

的其他问题，从而达到降低故障率的作用。所以，对 Varian 多页准直器 Carriage 镀膜升级值得推

荐。 

 
 
PE-215 

MRI 和 CT 两种不同影像定位技术对前列腺癌调强放疗靶区勾画

和正常组织剂量影响 
 

廖安燕 王俊杰 江萍 杨瑞杰 姜树坤 王巍 李孟昭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177982 

 

目的  通过比较 MRI 和 CT 两种不同影像定位技术对前列腺癌放疗靶区勾画的差异以及基于 MRI 和

CT 两种图像的放疗计划对正常组织受照剂量的影响，来评估 MRI 定位技术带给前列腺癌放疗的精

确性。 

方法  我科从 2015 年 5 月～2016 年 6 月对 19 例经穿刺活检病理证实的，未手术的，局限期中高

危组前列腺癌行根治性外放疗，所有患者治疗前均先行 CT 定位，在体表用铅点进行标记后再行

MRI 定位扫描，同一个位置也同样标记，做到同一体位的扫描。美国 GE 公司 750W3.0 超导核磁

共振，所有患者行轴位、冠状位、矢状位、T2、T1+c、DWI、压脂序列等，轴位扫描参数层厚

5mm，间隔 1mm，扫描范围同 CT。图像经网络传输到计划系统，利用图像融合软件进行图像融

合。经我科两名放疗医生对配准进行评价和靶区勾画，分别在 CT、CT/MRI(融合图像)的轴位图像

上勾画前列腺靶区（GTV），直肠、膀胱等危及器官，进行靶区体积大小的比较。分别在 CT、

CT/MRI(融合图像)上做调强计划，比较直肠、膀胱受照剂量体积参数的差异。 

结果  基于 CT 与 CT/MRI（融合图像）勾画的 GTV 体积大小比较，GTV-CT 65.3cm3(33.1～

102.4cm3)，GTV-CT/MRI 46.1cm3(26.3～76.6cm3)，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差

异主要在前列腺尖部的勾画。直肠、膀胱受照剂量在基于 CT 与 CT/MRI 的调强计划之间的比较：

直肠 V50、V70 和平均剂量分别下降了 17．23％、12．66％和 5.02Gy(P<0．05)，两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膀胱 V50、V70 和平均剂量分别下降 0.88％、1.26％和 0.92Gy（P＞0．05)，两者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MRI 定义的前列腺体积要比经 CT 定义的小。应用 MRI 来定位能确保前列腺靶区勾画精确。

基于 MRI 的前列腺靶区勾画还会使直肠壁照射剂量明显下降，对膀胱受照剂量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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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16 

应用颈肩膜固定装置配合 Tomotherapy 自动摆位功能在头颈部肿

瘤放射治疗的可行性研究 
 

高绪峰 张德康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00 

 

目的  通过对颈肩膜固定装置配合 Tomotherapy 自动摆位功能在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的应用研究，

分析其应用可行性。 

方法  本研究选择 40 例头颈部肿瘤患者，随机分为 A、B、C、D 四组，每组 10 例患者。应用自制

固定条将颈肩膜固定装置固定在 CT 床面上，完成 A、B 两组摆位和 CT 定位；不用固定条固定颈

肩膜固定装置，完成 C、D 两组摆位和 CT 定位。放疗医师完成靶区勾画、放疗物理师完成计划制

作。Tomotherpay 的 SETUP 功能，可以将治疗床直接调整到设备存储的治疗位置上，在颈肩膜固

定装置与治疗床的相对位置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完成自动摆位。除首次治疗的每次治疗前，应

用固定条将颈肩膜固定装置固定在治疗床面上，完成 A、C 两组患者体位固定，运用 setup 功能完

自动摆位，记录患者躺上治疗床到摆位完成所用的时间，记为摆位时间；不用固定条固定颈肩膜固

定装置，完成 B、D 两组人工摆位，记录摆位时间。运用 MVCT 获取体位图像，与定位 CT 图像做

在线配准，记录四组左右 X、头脚 Y、前后 Z 误差和绕 Y 轴（Roll）旋转误差。 

结果  患者每次治疗摆位时，颈肩膜上的定位标记中心与墙面激光中心偏差小于 1mm 认为摆位合

格。C 组有 4 例患者摆位不合格，摆位方法不可用，不作统计分析；A、B 和 D 三组摆位均合格，

共获取患者体位图像和摆位时间 510 组，每组均为 170 组图像和 170 组摆位时间，每次治疗体位

下的 MVCT 图像为 1 组图像，且产生的左右、头脚、前后、绕 Y 轴（Roll）旋转误差两两比较（A

和 B、A 和 D、B 和 D）差异均不显著（P=0.354、0.215、0.093、0.319，P=0.602、0.135、

0.274、0.577，P=0.178、0.675、0.812、0.771）；A、B 和 D 三组摆位用时比较（A 和 B、A 和

D、B 和 D），（P=0.000、P=0.000、P=0.972），A 分别和 B、D 两组比较差异显著，B 和 D 比

较差异不显著。 

结论  A、B 和 D 三组摆位均合格，且产生的摆位误差两两比较差异均不显著，A 组摆位用时均小

于 B、D 两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 组最优。自制固定条固定颈肩膜固定装置联合

Tomotherapy 自动摆位功能在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的应用是可行的，并能缩短摆位时间，具有其优

越性，此应用值得放疗技师采取。推荐在 CT 定位时也使用固定条固定颈肩膜固定装置，进而保证

患者矢状面平行于床中轴。 

 
 
PE-217 

探讨插入营养管食管癌患者图像引导放疗以营养管为基准 对图

像配准结果的影响 
 

魏玺仪 魏世鸿 贾怀琳 欧阳水根 刘志强 高力英 

甘肃省肿瘤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插入营养管食管癌影像引导放疗中以营养管为基准对图像配准结果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7 月调强放疗 13 例插入营养管的食管癌患者，摆位后进行

CBCT 扫描，将获得的 CBCT 图像与计划 CT 定位图像进行匹配，分别进行灰度配准和以营养管为

基准进行灰度+手动法配准，分别得出左右（X）、上下（Y）和前后（Z）3 个方向上的摆位误

差，探讨自动灰度配准后以营养管为准的手动配准方式的应用价值。 

结果  11 例患者共进行了 114 次 CBCT 扫描，灰度配准后在 X、Y 和 Z 方向的摆位误差分别为 X

（0.2±0.72）cm，Y（0.4±0.45）cm，Z（0.24±0.5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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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度配准+营养管为基准的手动配准后在 X、Y 和 Z 方向的摆位误差分别为 X（0.1±0.61）cm，

Y(0.36±0.48)cm 和 Z(0.15±0.46)cm 

结论  灰度配准加以营养管为准的手动配准能提高食管癌放射治疗的精确性。 

 
 
PE-218 

The evolution of radiation techniques in the treatment 

of mediastinal lymphomas: from 3D to IMRT:  A single 

center experience 
 

Besson Nadia,Sofia Zefkili,Victor Pernin,Samy Horn,Dominique Peurien,Nathalie Fournier Bidoz,Youlia M. Kirova 

Institut Curie， Paris， France 200025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evolution of radiotherapy (RT) techniques in patients treated 
for mediastinal lymphoma during 10 years period.  
Patients and methods  From 2003 to 2015, 165 patients (pts.) have been treated for (Hodgkin‘s‘ 
lymphomas (HL) and Non-Hodgkin‘s‘ Lymphomas (NHL) with lymph node involvem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of the Institut Curie, Paris. Of them, 65 patients were 
presented with mediastinal lymphomas.  All patients underwent irradiation for their lymphomas 
after chemotherapy. The clinical and radiotherapy charters were available and all patients‘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radiotherapy and dosimetric protocols have been studied. 
Some of these pts have been treated by 3D conformal radiotherapy (3D CRT) and others by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using helical tomotherapy (HT). Three periods of time 
have been studied: 2003-2006, 2007-2009, and 2010-2015. 
Results  There were 41 female and 24 male pts. of median age 25 (range16-61 years). Of them, 
61 have been treated for HL and 4 for NHL. There were 49 pts. treated by 3D CRT and 16 by 
IMRT. The median dose for NHL was 40 Gy (range, 36-44) and the median dose of HL was 30 
Gy (range, 30-36). The evolution of irradiation techniques was as follows: 16 patients treated by 
3D CRT vs. 0 IMRT in the period 2003-2006; then 33 pts. treated using 3D CRT vs. 1 IMRT 
between 2007 and 2009 and no 3D CRT vs. 15 IMRT during the period 2010-2015. 
Conclusions  Previously we have shown that the volume of OAR exposed to high doses was 
smaller with IMRT whereas volume exposed to low doses was smaller with 3DCRT. Pronounced 
benefits of IMRT in terms of heart and lung sparing, as well as high doses exposure to the breast 
in young females has changed the everyday practice and became the standard in our 
Department. 
 
 
PE-219 

探索培养高素质放疗技师的教学方法 
 

郑安梅 

甘肃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10160732 

 

从目前放疗技师的现状和管理的优劣分析及技术员队伍中存在的各种薄弱问题，找出对应的解决方

案。放疗技师大多由医师、护士、放射师等其他专业的技术人员改行而来，还有部分是 自己科室

师带徒的方式带出来的，没有经过专业的系统培训，水平不齐，层次不一，整体素质偏低。对放疗

的理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能成为简单的机器―操作工‖。各部门重视程度不够；自身素质；

管理松懈、监管不力。 

根据放疗技师的现状和发展找出对应的管理方法：一、严格进行准入制度，建立相应的继教体系。

二、加强对放疗技师的重视程度。三、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提高整体素质水平。四、完善科学的

管理制度，建立科学的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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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20 

探索 Robert 热丝切割机最佳切割条件 
 

罗龙辉 黄庆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  热丝切割机是制作放疗用的各种挡块必不可缺的工具。切割缝隙又与热丝电流和切割速度组

合有关。我们都知道切割机的理想切割状态是：切割速度越快效率越高，切割缝隙越小精度越高，

电流越低热丝使用寿命越长。我们在使用德国 Robert 热丝切割机时发现，热丝电流太低，则热丝

温度过低，热丝使发泡塑料块熔化宽度小，容易拉断热丝；热丝电流太高，则热丝上残留的熔化发

泡塑料易碳化，使得热丝变硬容易拉断。设置切割速度太慢则没效率，太快则容易将热丝拉断。而

本文拟使用切割机在设定好的不同条件下，分别记录热丝电流，切割缝隙，切割速度。探索出这三

个条件的最优化选择方案。 

材料与方法  Robert 热丝切割机，塞尺，钳形电流表，制模用发泡塑料块。环境温度 25 摄氏度，

固定电流，分别以不同的热丝移动速度切割发泡塑料；用塞尺测量熔化宽度。记录发热丝电流，熔

化宽度，切割速度。固定热丝移动速度 2mm/s,4mm/s,6mm/s,8mm/s.10mm/s,分别加以热丝电流

150mA,200mA,250 mA,300 mA,350 mA。用塞尺测量熔化宽度。记录热丝电流，熔化宽度，切割

速度。评估方法：当切割宽度 0.5mm 时，挡块在等中心位置投影误差为 1mm，故最佳切割条件应

满足熔化宽度小于 0.5mm，同时达到最大切割速度和最低热丝电流。 

结果   通过获取的两组数据，根据最佳切割条件的定义，在熔化宽度小于 0.5mm 的切割条件中，

找出最大切割速度为 4mm/s 和最低电流 300mA。 

结论  1，本研究找出的最佳切割条件，对于 Robert 热丝切割机的日常使用有指导作用。帮助制模

技师正确设置切割条件，提高制模质量。 

2，本研究可以减少由于切割条件设置不合理导致的断丝情况。 

3，热丝切割发泡塑料，主要用热传递，而热丝表面温度不单与其通过的电流决定，且与环境相

关。由于未找到量程合适的遥感温度计，本研究仅测试了切割机处于工作环境 25 摄氏度时数据，

并使用了电流这一参数来表述热丝的切割能力，因此本研究结果仅对于工作环境 25 摄氏度时有意

义。 

 
 
PE-221 

3 D 打印模板引导 125 I 粒子植入术前术后计划与常规术前计划

对比分析 
 

武云 朱巍 白雪莲 于德东 杨海祥 

包头市中心医院 014040 

 

目的  通过对比 3D 打印模板引导粒子植入计划与常规粒子植入计划的差异，探讨其粒子分布及剂

量的优势。 

方法  选取自 2016 年 1 月起于我院实施 3D 打印模板引导粒子植入患者 10 例，术前手术体位真空

垫固定患者扫描 CT，将ＣＴ图像数据输入计算机立体定位治疗计划系统，勾画靶区行术前计划，

计算出所需１２５Ｉ粒子数与剂量，后利用 3 D 打印模板治疗计划系统，计算出理想的靶区内粒子

分布图以及所需的粒子总数及每个层面上的粒子数及位置，打印 3D 模板，术中按模板预设针道位

置穿刺肿瘤，扫描 CT 确定针尖位置无误后按术前计划植入粒子，术后行验证计划。通过对比验证

计划和两种术前计划，观察手术前后的粒子数目有无差异。 

结果  3D 打印模板引导粒子植入术前计划与常规计划术前粒子数目分别为 43±11 颗、52±11 颗。

术后粒子数目分别为 40±11 颗。3 D 打印模板手术前后与常规术前计划粒子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均 P＜0.05)，3 D 打印模板手术前后粒子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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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3D 打印模板引导粒子植入术后术前比较粒子数目无明显改变，但与常规术前计划比较粒子数

减少，所以对于实体肿瘤，大大提高了放射性粒子的精度。 

 
 
PE-222 

三十例计划分次内中断再执行的 QA 通过率对比 
 

罗龙辉 张平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  通过计划执行过程中的人为中断，分析计划执行过程中的中断对 QA 通过率的影响，评估中

断再治疗对治疗计划的执行的影响。 

材料  IBA matrixx 电离室矩阵，VARIAN UNIQUE 6MV 电子直线加速器，30 例患者 QA 计划 

方法  首先按照正常流程执行治疗计划，并用 IBA 

matrixx 电离室矩阵采集数据。然后再执行一遍该治疗计划，并在中途人工中断一次，并采集 QA

数据。共采集 QA 数据 30 组。 

结果  将两次采集的同病人的 QA 数据，用配对 T 检验的统计学方法分析采集的 QA 数据。不中断

QA 通过率均值 98.35，中断 QA 通过率均值 98.31，相关系数 0.82，sig=0.08，p>0.05 

结论 1，相关系数为 0.82，表明不中断 QA 通过率和中断 QA 通过率呈现明显相关性 

2，p 值为 0.08，大于 0.05，表明不中断 QA 通过率和中断 QA 通过率的均值没有显著差异。对于

VARIAN UNIQUE 加速器，IMRT 治疗过程分次内中断，继续治疗对治疗计划的执行不会产生显著

影响。 

 
 
PE-223 

利用 CyberKnife 日志文件分析颅内肿瘤的分次内误差 
 

陈秘 李勤 韩军 梁志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利用 CyberKnife 数据管理系统生成的治疗日志文件分析颅内肿瘤治疗期间的分次内误差，并

评估拍片频率对治疗精度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80 例行 CyberKnife 六维颅骨追踪定位的颅内肿瘤患者，利用 Matlab 语

言编写的程序提取治疗期间的日志文件中的治疗平移、旋转角度和拍片时间等参数，计算治疗期间

各个方向的平均误差和 2 倍标准差 (2ó) ，计算颅内肿瘤分次内误差和外放 Margin 大小，并评估拍

片频率对治疗精度的影响。 

结果  CyberKnife 六维颅骨追踪利用颅骨自身的骨性结构，作为参考标记来定位和追踪颅内的肿

瘤。80 例颅内肿瘤头脚、左右、前后方向的分次内平均误差为 0.2,  0.15，0.3mm，并利用 2 倍标

准差(2ó)的均值计算出 CTV-PTV 外放边界为 0.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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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24 

宫颈癌患者螺旋断层放疗摆位误差分析 
 

林丽红 

安阳市肿瘤医院 455000 

 

目的  通过兆伏级 CT （ MVCT ）在线测量校正胰腺癌患者螺旋断层放疗的摆位误差，确定临床靶

区 CTV 和计划靶区 PTV 之间的外放距离。 

方法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 18 例在我院接受 TomoTherapy 治疗的宫颈癌患者，每次治

疗前均行靶区部位 MVCT 扫描。 并将扫描后的 MVCT 图像与定位时千伏级 CT (kVCT) 图像进行

配准，分别记录患者左右 x 、头脚 y 、腹背 z 和横断面旋转 Roll 四个方向的偏差数值，对其误差

值进行统计分析。用 excel 软件进行分析。计算每次配准结果平移误差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系统误

差用所有分次的摆位误差平均值表示，随机误差用所有分次的摆位误差的标准差表示。 临床靶区 

CTV 与计划靶区 PTV 之间的间隙外放采用 Van Herk et al 建议的外放公式：M=2.5∑+0.7ζ。 

结果  18 例患者共行 392 次 MVCT 扫描，其摆位误差值在 x 、 y 、 z 和 Roll 方向分别为：

（ 2.36±2.70 ） mm 、（ -3.21±3.44 ） mm 、（ 2.09±1.65 ） mm 和（ 0.04±0.15 ） ° 。校 正 

后 x 、 y 、 z 分 别 为（ 0.8±0.7 ） mm 、（ 0.9±0.7 ） mm 、（ 0.9±0.7 ） mm ； x 、 y 、 z 方

向 CTV 和 PTV 之间的外放距离分别为： 6.5 mm 、 9.8 mm 和 5.2 mm 。 

结论  宫颈癌患者治疗摆位误差较大，特别是在头脚方向比左右及身体前后方向变化更大 

Tomotherapy 通过在线摆位校正能有效减小摆位误差。 临床上建议对于无影像引导的加速器治疗

的宫颈癌可以参考在 x 、 y 、 z 方向上 CTV 和 PTV 之间可分别外扩 7mm 、 10mm 和 5 mm ，

为精确照射提供必要的质量保证。 

 
 
PE-225 

TOMO 全脑全脊髓治疗实施方式的选择 
 

向阳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现阶段不同放疗机构 TOMO 全脑全脊髓治疗实施方式并无统一标准，通过比较不同治疗实施

方式的特点，为合理选择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5 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肿瘤科收治的 16 例 TOMO 全脑

全脊髓放疗患者，采取四种治疗实施方式完成治疗，比较各自的治疗实施特点。 

结果  第一种方式是一次性全段扫 MVCT 配准，一次完成治疗，只是全段扫描时间较长，但剂量分

布良好；第二种是分两次扫 MVCT，先扫描头颈部配准，治疗 40%-60%，再扫描胸腹部配准，完

成余下的治疗，但这样会存在剂量冷热点问题，只是每次治疗中断在不同位置，可以弱化这种不良

影响，且能保证上下段的治疗精度；第三种是扫描某一段（如颈胸段）配准，完成治疗，这种方式

用时较少，但可能存在精准问题；第四种是每次分别选取头部、胸部，颈部、骶部中的两个间隔部

位扫 MVCT，并求两者平均值进行配准，一次完成治疗，可兼顾上下段的治疗精度并保存良好的剂

量分布。 

结论  在保证有良好体位固定及重复性的前提下，四种治疗实施方式并无临床不可接受的差异，但

应尽量避免出现射野之间的衔接问题，充分发挥 TOMO 设备治疗的优势。不同治疗实施方式的差

异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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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26 

不同放疗技师对 kvCBCT 图像配准结果比较 
 

王增洲 翟万聪 刘博飞 符贵山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中心 1000021 

 

目的  探讨图像引导放射治疗（IGRT）中不同放疗技师图像配准结果之间的差异，为规范技师图像

配准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利用 Elekta Synergy 直线加速器放射治疗 10 例肿瘤患者，10 例患者分别利用机载锥形束

CT(CBCT)XVI 系统对患者进行治疗前摆位扫描采集 CBCT 图像，随机挑选每例入组患者 5 次

CBCT 扫描图像共计 50 次 CBCT 图像数据。由初入职技师（医学影像学本科）、中级技师（医学

影像学本科）、高年资技师（IGRT 高年资技师）独立对重建获得的 CBCT 图像与治疗计划系统

CT 图像进匹配，比较三位技师配准数据的差异，分析左右、头脚、腹背方向的误差，得到的数据

采用 spss17.0 进行非参数两两配对检验。 

结果  在左右、头脚和腹背三个方向上，检验结果 P 值在左右方向（Pmin =0）,头脚方向

（Pmin=0.022）均有显著差异，腹背方向（P min=0.119）无显著差异；配准结果差别大于

1mm，2mm,3mm 的比例分别为：左右方向 50.7%、18.6%、5.33%;头脚方向 57.3%、23.33%、

13.33%；腹背方向 45.3%、18%、4.67%. 

结论  KVCBCT 引导放疗技师图像配准在左右及头脚方向有显著差异；配准结果的差别已经具有临

床意义；临床实践中有必要对于技师的 IGRT 配准操作进行规范化培训，为精准放疗提供进一步质

量保证。 

 
 
PE-227 

乳腺癌根治术后适形和调强混合放疗计划与单纯调强放疗计划的

剂量学比较 
 

阮长利 宋启斌 

湖北省人民医院 430061 

 

目的  比较乳腺癌根治术后适形和调强混合放疗(3-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ation 

Therapy，3DCＲT；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IMＲT) 与单纯 IMＲT 放疗的剂量学分

布，为乳腺癌根治术后最优放疗方法的应用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20 例左乳腺癌根治术后患者，针对每个患者分别设计混合放疗计划和单纯 IMRT 计划，

处方剂量均为 50Gy/25 次，比较两种计划的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学差异。 

结果  两种计划中 95%等剂量曲线包绕计划靶区的体积相似，分别为(99．18±0．32)%和

(99．43±0．47)%( P＞0．05) ;混合计划计划靶区的 V105、V110 值分别于单纯 IMRT 计划的相应

值几乎相近( P＞0．05);与单纯 IMRT 计划相比，混合计划 CI 值、HI 值好于单纯调强计划( P＜

0．05)；混合计划患侧肺 V30、V20、V5 分别降低了 2．68%、3．25%和 27.38%，同时肺平均

剂量( MLD) 由 10.21Gy 下降至 8.35Gy( P＜0．05);混合放疗计划心脏 V30、V40 和 V50 分别降低

了 3．18%、2．27%和 1．52%(P＜0．05)。 

结论 CRT 和 IMRT 混合放疗计划与单纯 IMRT 计划相比在保证靶区覆盖率、减少高剂量的照射、

改善靶区剂量分布的均匀性几乎相近，主要降低了肺、心脏、脊髓等重要器官的照射剂量，使乳腺

癌患者生活质量会有大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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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28 

鼻咽癌 CT 图像沿头脚轴旋转与摆位旋转误差相关性研究 
 

黄星武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研究鼻咽癌 CT 扫描时的图像沿头脚轴旋转与相应摆位旋转误差的相关性。 

方法 对 2015 年 1 月至 5 月的 111 例进行调强放射治疗的本院鼻咽癌病例，自编软件测定 CT 图像

中鼻中膈与地面垂线之间的夹角（Nasal septum angle， NVA）。同时用 XVI 系统获得患者沿头

脚轴旋转误差（Rotation around the Y axis，Ry）数据。使用统计软件分析两组数据之间的相关

性。  

结果 NVA 与 Ry 有相关性。以工作人员分组相关性分为-0.50，-0.38,0.25。以 NVA 角度分组，角

度大于 1°（75 例）,2°（41 例）,3°（26 例）,4°（16 例）时相关性因子分别为-0.47,-0.51,-0.56,-

0.50。以 Ry 角度分组，角度大于 1°（65 例），2°（32 例），3°（20 例），4°（9 例）时相关性

因子分别为-0.43，-0.65，-0.69，-0.77。 

结论 在鼻咽癌调强治疗中，其沿头脚轴方向的旋转误差与患者的鼻中隔倾角角度有负相关性。在

CT 扫描时可以测量鼻中隔倾角。减少鼻中隔倾角，可以减少患者治疗过程中摆位沿头脚方向的旋

转误差。 

 
 
PE-229 

呼吸暂停法精准放疗一例 
 

张世龙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 733000 

 

目的  探讨呼吸暂停法精准放疗的安全性与可行性。 

方法  对患者进行全身麻醉后使患者呼吸暂停，在呼吸暂停状态下对患者进行 CT 定位与精准放

疗，观察此方法的安全性与可行性。 

结果  我们对一位 80 岁的男性患者进行了呼吸暂停法精准放疗，整个治疗期间呼吸暂停共 6 次，其

中在 CT 室定位 1 次，次日开始放疗，隔日 1 次，共在呼吸暂停下放疗 5 次。平均呼吸暂停时间为

5.3min，范围为 3-7min；平均放疗时间为 4min，范围为 2-5min；SpO2 变化未超过 1%，最低为

97%；呼吸暂停期间 ETCO2 平均每分钟升高 2.3mmHg，最高的 ETCO2 浓度为 48mmHg，在呼

吸暂停中 6min 时发生；平均麻醉时间为 54.8min，范围为 50-60min；平均复苏时间为 32.2min，

范围为 30-38min。呼吸暂停期间心率有增快，平均动脉血压有升高，第一次呼吸暂停后患者咽后

壁出现血泡，余无不良事件及副作用发生。呼吸暂停法精准放疗 2009 年首先在德国应用，目前在

德国慕尼黑的一家质子治疗中心大量应用。他们的文献报道显示，呼吸暂停的麻醉技术是安全的，

共实施了 3025 次呼吸暂停，没有发生不良事件。该技术的基本原理是 O2 在肺中的弥散较 CO2 容

易，即使没有呼吸，O2 也会因为浓度梯度，弥散进入肺泡。使用恒定的氧气流量和压力，病人可

以在没有呼吸的情况下保持氧合。在没有呼吸的情况下，ETCO2 水平会升高 2-4 mmHg/min。如

果呼吸暂停时间短的话，对患者没有负面影响。我们的观察结果与此相仿。 

结论  呼吸暂停法精准放疗是安全的和可行的，在反射治疗领域是个革命性的进步，对重离子和质

子治疗可能更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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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30 

乳腺癌放射治疗中三种体位固定方法摆位误差分析 
 

刘海涛 储开岳 

南通市肿瘤医院 226361 

 

目的  应用医科达 Synergy 机载 KV-CBCT 测量乳腺癌放疗患者分别使用乳腺托架，真空垫加翼型

板，头颈肩热塑网膜三种固定技术下的摆位误差，比较得出各种体位固定技术的优缺点 

方法 选取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间进行放射治疗的乳腺癌患者 45 例，其中 15 例使用乳腺托

架固定，15 例使用真空垫加翼型板固定，15 例使用头颈肩热塑网膜固定，放疗前进行 CBCT 扫描

并在线匹配，得出每组患者的左右（X 轴）、上下（Y 轴）、前后（Z 轴）方向的线性误差及绕轴

的旋转误差（θx、θy、θz），对三组摆位误差进行比较，得出 P 值  

结果 乳腺托架组左右（X 轴）、上下（Y 轴）、前后（Z 轴）方向的线性误差分别为

（2.4±1.6）、（1.8±1.4）、（2.2±1.8）mm，绕轴的旋转误差（θx、θy、θz）分别为

（2.3±1.2）、（1.2±1.0）、（0.9±0.5）o，真空垫加翼型板组左右（X 轴）、上下（Y 轴）、前

后（Z 轴）方向的线性误差分别为（2.0±1.6）、（2.3±1.6）、（1.9±1.3）mm，绕轴的旋转误差

（θx、θy、θz）分别为（1.6±1.0）、（1.0±0.8）、（0.8±0.6）o，头颈肩热塑网膜组左右（X

轴）、上下（Y 轴）、前后（Z 轴）方向的线性误差分别为（1.6±1.2）、（1.8±1.2）、

（1.2±0.9）mm，绕轴的旋转误差（θx、θy、θz）分别为（1.0±0.6）、（0.8±0.4）、（0.6±0.4）

o ，三种固定方式在线性方向比较：P=0.68、0.23、0.012；在旋转方向比较：P=0.46、0.06、
0.015  

结论 采用头颈肩热塑网膜固定方式能有效固定患者，在控制误差方面明显优于乳腺托架和真空垫

加翼型板体位固定方式。 

 
 
PE-231 

CT-MRI 图像融合在脑胶质瘤术后精确放疗中的应用分析 
 

黄蓉 吴慧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 450008 

 

目的  探讨 CT-MRI 图像融合在脑胶质瘤术后精确放射治疗靶区勾画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首诊为脑胶质瘤的 36 例患者行术后 IMRT 治疗，采用标点法（landmark）+手动融合

（Manual）+互信息法（Maximization of Mutual Information，MI）进行图像融合，并分别根据 CT

图像及融合图像勾画靶区及危及器官，比较 GTV、CTV 及危及器官体积之间差异性，计算 CT 及

MRI 图像上相应标记点的距离误差，并采用体积法及几何中心法计算其体积交叠度及中心位置距

离。 

结果 采用 landmark+Manual+MI 法进行图像融合有着较高的融合精度，融合误差均小于 2mm。III-

IV 级胶质瘤组：V-GTVCT 为（74.62±46.91）cm3，V-GTVMRI 为（105.99±58.86）cm3，t=-

2.084，p=0.042；V-CTVCT 为（304.03±130.05）cm3，V-CTVMRI 为（387.94±150.12）cm3，

t=-2.112，p=0.04，二者对比有差异；I-II 级胶质瘤组 GTV、CTV 及融合前后危及器官体积比较均

无明显差异。融合前后视交叉中心位置变化最小（1.32±1.42）mm，CTV 中心位置变化最大

（7.99±11.06）mm，其次为 GTV、脑干。 

结论 CT-MRI 图像融合有助于减少靶区勾画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对有水肿区存在及术后病灶残存患

者价值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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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32 

憋气摆位在乳腺癌放疗摆位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王谦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通过在模拟定位过程中让病人处于深吸气后憋气的状态下勾划体表标记线，同时在治疗摆位

过程中让病人处于同样的状态下将激光灯对准体表标记线的方法,降低呼吸运动对靶区位移的影

响，改进患者的体位重复性。  

方法  随机选取最近治疗的 10 例乳腺癌放疗患者，其中 5 例采用深吸气后憋气勾划体表标记线和深

吸气后憋气摆位对线（实验组），另 5 例采用自由呼吸状态下勾划体表标记线和摆位对线（对照

组）。通过配准数字重建影像（DRR）和电子射野影像装置（EPID）拍摄的正、侧位验证像的骨

性解剖结构，得到摆位误差数据，通过分析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误差数据来评估憋气勾划体表标记线

并憋气摆位的临床应用效果。  

结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左右方向、头脚方向和上下方向的摆位误差分别为(2.2±2.2）mm 和

(2.8±2.2）mm，（1.8±1.8）mm 和（3.7±1.8）mm，（3.5±3.3）mm 和（4.4±3.8）mm。  

结论  与常规放疗的自由呼吸状态相比，在深吸气后憋气的状态下勾划体表标记线并在深吸气后憋

气的状态下将激光灯对准体表标记线可以改进乳腺癌放疗的摆位精度，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PE-233 

加速器系统 IP 配置失效故障排查两例 
 

肖明勇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总结某品牌加速器出现 SEG（sequancer）工作站和加速器控制台通讯故障后，故障排查处

置的经验，并讨论扩展应用可能。 

方法  检查回顾两例某品牌加速器系统 IP 配置失效故障的排查处置过程记录，对比其它原因所至的

通讯故障处置过程。该两例故障最终排查确认为为加速器系统控制台 IP 配置失效导致，由固定 IP

静态配置被修改为了动态自动获取 IP 配置，该故障临床上非常罕见。 

讨论  1，随着放疗技术的发展，加速器系统更加依赖于计算机技术，计算机技术固有的缺陷和故障

不可避免的引入进来。 

        2，在排除网络硬件通路情况下，需要鉴别通讯故障和通讯功能故障，用局域网络 IP 通讯检查

可以在很多情况下鉴别。第二例故障处置中，在 SEG 和加速器控制台通讯故障处置时，将 IP 通讯

排查作为网络通讯故障排查后的第二优先检查项，帮助快速定位故障点，加快了故障恢复。 

        3，通常，检查 IP 配置是故障排查的优先检查项目，而在涉及加速器系统的故障处置时优先顺

序降低。 

        4，日常业务管理中实现了严格的权限和密码管理，需要维修工程师授权才能进行加速器控制

台系统的排查，这是应当坚持的。对所有设备的 IP 及其配置进行完善的登记，仍然是处理类似故

障所必须的，能够在处置时大量减少停机时间。   

结果  1，在查明原因后迅速恢复设备运行；2，将采用 PING 方法的 IP 通讯测试作为业务中设备故

障排查定位的优先手段，以鉴别系统服务故障，扩大记录 IP 配置的范围以覆盖更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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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34 

射波刀金标追踪优化的临床应用价值 
 

赵瑞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730050 

 

目的  评价射波刀金标追踪优化方法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112 例胸腹部肿瘤患者采用金标追踪放疗，对不符合金标追踪要求金标分别采取减小金标间

距、加大金标刚体误差和采用单纯旋转误差监测模式及脊柱追踪辅助定位模式进行优化处理，比较

优化前后可用金标数目≥3、等于 2 和 1 变化情况，统计采用单纯旋转误差监测模式及脊柱追踪辅助

定位模式病例数目。 

结果  优化前后可用金标数目≥3、等于 2 和 1 病例分别由 49(43.8%)、47(42.0%)、16(14.3%)变化

为 68(60.7%)、33(29.5%)、11(9.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6.678，P=0.035）。其中 8

（7.1%）例患者采用单纯旋转误差监测次优模式，44（39.2%）例患者全部采用脊柱追踪辅助定

位方式，患者的体位旋转误差处于可控和可接受范围，无治疗意外发生。 

结论  综合采用金标追踪优化措施，有利于提高金标利用率和降低射波刀治疗风险。 

 
 
PE-235 

医科达 CBCT 图像配准的准确性初探 
 

房建南
1
 凌宝珍

2
 杨鑫

2
 林承光*

2
 

1.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2.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目的 为了研究医科达 Synergy 直线加速器机载 KV-CBCT 图像自动配准在头颈部的准确性，首先

比较两种不同自动配准方法（骨性自动配准与灰度自动配准）的精度与准确性差异，其次探究不同

方向的位移对其他方向的影响，从而为临床 IGRT 图像引导放射治疗精确摆位提供参考。 

方法  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在高仿真人体头颈部体模的不同方向（头脚方向、腹背方向以及左右方

向）上人为设置一系列已知的引入误差，然后使用医科达 Synergy 直线加速器 KV-CBCT 对每个引

入误差值扫描一次 CBCT，然后与 CT 计划图像分别行骨性自动配准与灰度自动配准得到实测误

差，将实测配准结果与引入误差比较获得体模在左右（X）、头脚（Y）、腹背（Z）方向的摆位误

差。使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配对 t 检验分析两种自动配准方法的准确性差异，并统

计分析左右方向（X）的位移对头脚方向（Y），以及腹背方向（Z）的位移对左右方向（X）和头

脚方向（Y）的影响。 

结果  共行 25 次 CBCT 扫描，分析 2 种配准方法的摆位误差，用配准误差的均值描述自动配准的

系统误差，以其标准差描述随机误差。在 X、Y、Z 方向上骨性配准、灰度配准的摆位误差分别

为：（0.164±0.339）mm、（-0.189±0.388）mm、（-0.643±0.532）mm；（0.104±0. 398）

mm、（-0.079±0. 398）mm、（-0.639±0. 359）mm。SPSS17.0 行配对 t 检验探究两种不同的自

动配准算法的准确性差异，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X、Y、Z 方向上，骨性匹配与灰度匹配 t 检验的

P 值分别为：0.541、0.296、0.977，均大于 0.05，因此对于头颈部体模，两种匹配算法的配准结

果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探究不同方向的位移对其他方向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腹背方向（Z）的

位移不影响左右方向（X）的配准的准确性，但是会影响头脚方向（Y）的配准的准确性。 

结论  对于人体头颈部体模，骨性自动配准和灰度自动配准在三个不同的方向上，最大误差均不超

过 2mm，医科达 Synergy 直线加速器机载 KV-CBCT 图像配准能够满足临床医学的需求，两种匹

配方法在人体头颈部体模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临床应用时可结合实际情况选用。对于配准后需要

移床的患者，应综合考虑移动的不同方向的数值的大小，因为不同方向的移床值是会相互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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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236 

基于 XVI 系统 KV 级 CBCT 图像自动配准的精确性研究 
 

凌宝珍
1
 杨鑫

1
 房建南

2
 林承光

1
 

1.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肿瘤医学协同创新中心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2.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医科达 Synergy 加速器 XVI 系统 KV 级 CBCT 扫描图像两种自动配准方法（骨性匹

配和灰度匹配）的精确性。   

方法  人为设置引入 28 组移床数据（单方向进出床 y 轴和单方向升床 z 轴；XY 两个方向移动（出

床和往右移床）；XYZ 三个方向同时移动（往右、进、升床）），应用高度仿真 ART 胸腹部模

体，利用 KV 级 CBCT 采集扫描图像，以 CBCT 图像进行 3mm 厚度重建的图像作为基准图像进行

自动配准，分别获得骨性匹配和灰度匹配在三维方向（左右、头脚、前后）上的线性误差和旋转误

差，并记录每次配准耗时。  

结果  以 CBCT 图像进行 3mm 厚度重建的图像作为基准图像，骨性匹配和灰度匹配在 X、Y、Z 轴

的线性误差分别为（-0.05±0.55）cm 和（-0.03±0.56）cm（P=0.455）、（-0.11±0.56）cm 和（-

0.06±0.48）cm（P=0.403）、（0.15±0.60）cm 和（0.17±0.59）cm（P=0.127），旋转误差分别

为（0.14±0.11）°和（0.04±0.08）°、（0.18±0.20）°和（0.08±0.10）°、（0.14±0.12）°和

（0.08±0.12）°。   

结论  XVI 系统对定量偏移量辨识能力准确且具有可信度，系统自动配准结果较为精确，符合临床

的要求；以 3mm 厚度重建的 CBCT 图像作为基准图像，骨性和灰度两种匹配算法无显著性差异，

可以认为以容积旋转扫描图像作为基准图像，两种图像匹配的来源一致，具有相同的机器性能参

数，能够更好地避免由于机器所带来的系统误差，从而更好地减少实际摆位误差，但临床实践中较

少使用这种方法；对于胸腹部肿瘤，使用骨性和灰度方法进行匹配，灰度匹配比骨性匹配所耗时间

长，建议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可根据靶区实际解剖位置来选择更好的匹配方法，并应考虑到胸腹部肿

瘤患者受呼吸运动影响等因素，适当选择手动匹配算法，提高肿瘤治疗的精度，减少并发症和降低

局部控制率。 

 
 
PE-237 

热塑性头颈肩膜固定患者不耐受原因分析和应对措施 
 

孟瑞娟 李险峰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 030001 

 

目的  探讨头颈肩膜体位固定时患者不耐受原因，寻找改进方法并通过临床实践检验其可行性。  

方法  观察我院采用热塑膜定位患者，发现头颈肩膜固定放疗患者耐受情况较差，总结寻找不耐受

原因，寻找改进方法。  

结果  1、物理因素：热塑膜在 65-70 度的热水中变软，在常温下硬化成型，其中存在冷缩后面罩变

紧，压力增加，造成患者的呼吸不畅等不舒适感受；患者体位的重复性和头颈肩热塑膜与患者面

部、喉部的吻合度也是影响患者不耐受的客观因素。因此，明确面罩冷却时间，减少头颈肩热塑膜

的收缩程度；合适的模具制作和良好的重复摆位，也可降低固定膜对眼睑、鼻、唇、喉结及胸廓等

组织的压力。 2、心理因素（患者在患病后自身思想负担较重，存在恐惧、紧张、焦虑的情绪，再

加上对疾病和放疗的知识缺乏，存在负面的心理暗示，在定位和治疗中存在抵触和不能配合等不耐

受的反应。因此，在放疗前增加医患交流，向患者讲解放疗的知识和注意事项，放疗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反应和应对方法，使患者对放疗可知，逐步适应放疗过程，有一定减轻心理负担，树立战胜疾

病的信心的作用。3、生理因素（头颈肩膜常应用于鼻咽癌、喉癌、口腔癌等头颈部肿瘤，由于疾

病和位置的原因，常出现面颈部水肿、咽喉糜烂、口腔皮肤溃疡等副反应。因此，减轻软组织水

肿，加强口腔溃疡护理等可减少患者痛苦；另外，可使用头颈肩膜开窗技术减轻患者的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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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分析头颈肩膜在患者定位中的不耐受原因，可针对性采取措施，降低了不耐受事件发生，提

高患者就诊舒适度，有一定推广价值。  

 
 
PE-238 

患者体重指数对宫颈癌适形调强放疗摆位精确性的影响 
 

田峰 于芳 李媛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目的 探讨患者体重指数对宫颈癌适形调强放疗摆位精确性的影响。 

方法 选取拟行适形调强放疗的 90 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按体重指数（BMI）分为三组，A

组，BMI≤18.5Kg/㎡，B 组，BMI 18.5-24Kg/㎡，C 组，BMI≥24Kg/㎡；采集三组患者定位、复位

CT 图像，及通过 CT 显示的患者病灶信息，记录患者左右、头脚以及腹背三个方向的数据，算出

与等中心点的误差；同时用手机计时器记录复位时摆位时间。通过统计分析软件 SPSS19.0 分析不

同体重指数组摆位误差及摆位时间有无相关性。 

结果 A、B、C 组左右、腹背以及头脚三个方向的摆位随机误差分别为 2.4 mm、2.68mm、

3.49mm，B 组摆位误差最小，但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摆位时间，C 组时间最长平均达

290 秒，与 A 组(205 秒)、B 组（194 秒）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A、B 组间摆位时间无统计

学差异(P>0.05)。 

结论 高体重指数宫颈癌患者行适形调强放疗需要更长复位摆位时间。通过精心摆位患者体重指数

对宫颈癌适形调强放疗摆位精确性无明显影响，能保证宫颈癌调强放疗的准确实施。 

 
 
PE-239 

超分割不均衡靶区脊柱旁软组织二程放疗 1 例探索 
 

江健 贾钰铭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644000 

 

曾某，男 59 岁，2014 年 2 月于北京某医院行胸部增强 CT 发现―左下肺软组织结节，大小约

3.3×2.8cm‖，2014 年 2 月 28 日行―胸腔镜下左肺下叶切除+纵隔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病检示―低分

化腺癌，最大直径 205mm，肿瘤累及脏层胸膜，未见脉管癌栓，淋巴结可见癌转移（叶间 0/2，

肺门 1/2，隆突下 0/1，第 6 组 0/3，第 5 组 0/2，第 9 组 0/1，下叶背段 0/2，下叶基底段 0/0），

支气管断端未查见癌‖，术后病理分期 pT2aN1MO，基因检测结果为 EGFR19 外显子缺失突变，

EGFR18、21、20 外显子均未见明显扩增曲线，KRAS 基因 12、13 密码子未查见明显扩增曲线。

2014 年 3 月，患者进入―埃克替尼临床试验‖，开始口服埃克替尼 125mg tid，病情一直稳定。 

 
 
PE-240 

膀胱充盈度相关 ITV 在宫颈癌 IMRT 精确靶区勾画中的应用----

附 1 例 IIA2 期患者连续断层勾画示例 
 

谢文佳 谢良喜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515041 

 

目的  在宫颈癌，由于膀胱等内脏活动造成的子宫位置不确定性问题，使调强放疗（IMRT）的应用

受到很大限制。从 2013 年开始，我们在宫颈癌 IMRT 精确靶区勾画中使用膀胱充盈度相关内靶区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296 

 

（ITV）构建，并应用于临床实际治疗。本文以 1 例连续断层勾画示例介绍上述宫颈癌 IMRT 靶区

的勾画方法。 

方法  选择 1 例宫颈癌 IIA2 期患者，体位固定采用仰卧位，真空袋固定双下肢。在 CT 模拟定位前

一小时嘱患者排空膀胱，然后饮水 500-1000ml（以 CT 扫描前充盈膀胱为目标），定位前半小时

口服造影剂（76%泛影葡胺 20ml+200ml 水）；采用 CT 模拟机进行盆腔增强扫描，层厚及层间距

均为 5mm，扫描范围从膈顶至坐骨结节下缘下 3cm。充盈膀胱进行第一次 CT 定位扫描，扫描完

成后立即嘱患者排空膀胱，进行第二次 CT 定位扫描, 扫描范围从髂骨上缘至坐骨结节下缘。以膀

胱充盈状态下的 CT 扫描图像制定放疗计划；并与第二次 CT 扫描图像、盆腔 MRI 进行图像融合，

以盆腔骨质为匹配指标。参照 RTOG 宫颈癌靶区勾画标准，在膀胱充盈状态 CT 扫描图像上勾画出

宫颈肿瘤原发灶（GTVp）、盆腔肿大淋巴结（GTVn）、盆腔淋巴引流区（CTVn）、宫颈肿瘤原

发灶预防靶区（CTVp-f），在膀胱排空状态 CT 扫描图像上勾画出宫颈肿瘤原发灶预防靶区

（CTVp-e），将 CTVp-f 及 CTVp-e 合并作为 ITVp，并与 CTVn 合并成为临床靶区（CTV），在

CTV 的基础上前、后、左、右方向外扩 5mm、头、脚方向外扩 7mm 形成计划靶区（PTV）。根

据 PTV 制定放疗计划用于临床治疗。在实际治疗中，每周利用锥体束 CT(Cone-beam CT)进行体

位验证，以防靶区脱漏。 

结果  我们以此连续勾画示例作为模板，在科室内部对其他医生进行勾画培训。3 年来科室共用该

勾画方法治疗了 82 例宫颈癌病人。实际治疗中累计 410 例次的 cone-beam CT 验证结果，仅发现

2 例次出线子宫体脱漏出治疗靶区，子宫脱漏率为 0.49%。 

结论  膀胱充盈度相关 ITV 在宫颈癌 IMRT 精确靶区勾画中的应用可减少患者正常组织受照射范

围，且安全可靠。在有条件进行图像融合且具备 cone-beam CT 的单位，我们建议利用膀胱充盈度

相关 ITV 定义宫颈癌 IMRT 靶区。 

 
 
PE-241 

利用 CyberKnife 6D Skull Tracking 技术研究头部肿瘤放疗过

程中的体位误差 
 

牛保龙 曲宝林 潘隆盛 戴相昆 鞠忠建 王金媛 付春鹏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治疗科 100853 

 

目的 利用 6D/6 维颅骨追踪研究头部肿瘤在放疗中体位误差及体位位移量 

方法 选择 15 例头部肿瘤进行射波刀 3 次 SRT 放射治疗， 6D/6 维颅骨追踪技术。常规头颈肩膜加

固定板体位固定。放疗中每隔 40s 采集一次正交图像，并与参考图像配准记录体位误差值。分析在

放疗可执行前体位误差、整个治疗过程采样时间点体位误差、体位位移量，由公式 M= 2. 5Σ+0. 7δ

计算 PTV 外扩间距，并进行比较分析 6 组体位误差数据之间相关性关系及体位位移量大小 

结果 15 例患者放疗可执行前 3 个线性方向体位误差分别为 X 左右（-0.098±0.590）mm、Y 头脚

（0.278±0.637）mm、Z 垂直（-0.071±0.679）mm，由此外扩 0.168mm，1.141mm，

0.298mm。3 个旋转方向体位误差分别 L-R 左右（-0.078±0.480）°、DOWN-UP 上下

（0.000±0.535）°、CW-CCW 旋转(-0.162±1.208)°。整个放疗过程间隔 40s 采样点，X（-

0.032±0.550）、Y（0.350±0.636）、Z（-0.058±0.821），由此外扩 0.305mm，

1.320mm,0.430mm。L-R（-0.063±0.441）、DOWN-UP（0.023±0.476）、CW-CCW(-

0.113±1.307) 。整个放疗过程依据采样时间点数据计算 d= d1d0，X（-0.015±0.550）、Y（-

0.061±0.645）、Z（0.003±0.657），由此外扩 0.338mm，0.299mm,0.467mm。L-R（-

0.032±0.362）、DOWN-UP（-0.026±0.482）、CW-CCW(-0.048±0.807)°。在整个放疗过程中获

取到的全部体位误差 6 个分组即 3 个线性方向、3 个旋转角度方向，之间的直线相关性分析 L-R 与

DOWN-UP（r=0.023,p=0.392）、Y 与 Z（r=0.513,p=0.000），8 组两两比较存在直线正相关，7

组存在直线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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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放疗可执行前与放疗过程中体位误差及位移量都在现有临床 PTV 外放 1.6mm 之内，可以指

导临床进一步缩小 PTV 外放范围。直线相关性分析 3 个旋转方向误差对 3 个线性方向误差影响较

小，其 Y、Z 相关性显著。结果实现了对颅内肿瘤精确性放疗的进一步验证，提供了对临床颅内肿

瘤 PTV 外放相应数据参考。 

 
 
PE-242 

研究 CBCT 图像引导技术对乳腺癌放射治疗的精确可靠性 
 

牛保龙 马林 戴相昆 解传斌 申红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治疗科 100853 

 

目的  验证 CBCT 图像引导技术（IGRT）在乳腺癌患者照射靶区图像配准的精确可靠性。 

方法  筛选单侧乳腺癌根治术后接受容积调强放射治疗的乳腺癌患者 10 例，采用常规乳腺托架定

位方式。每次放射治疗前进行 CBCT 扫描并与计划 CT 图像根据照射靶区框定范围匹配，在软组织

匹配条件下自动获得三个线性平移方向的摆位误差并记录，后通过高职称医师手动调整图像位置最

终获得摆位误差并记录。对自动配准与医师纠正配准后摆位误差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10 例患者总共进行 CBCT 扫描 163 次，自动配准三个线性平移方向的摆位误差分别为 X 轴

（左右）（0.029±0.196）mm、Y 轴（前后）（0.246±0.431）mm、Z 轴（上下）（-

0.060±0.259）mm，医师纠正配准三个线性平移方向的摆位误差分别为 X 轴（0.133±0.215）

mm、Y 轴（0.194±0.469）mm、Z 轴（-0.218±0.304）mm。自动条件下配准摆位误差与医师临床

认可性配准摆位误差之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乳腺癌根治术后患者在放射治疗中采用常规乳腺托架定位方式，通过 CBCT 图像引导技术自

动配准获得的摆位误差存在一定局限性，需临床医师手动调整图像位置才能获得临床要求的治疗精

确度，从而保证靶区及正常器官的照射剂量在允许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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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01 

锎 252 中子加周疗在子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开丽曼 古力米拉 普拉提 杨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 830001 

 

目的  探讨锎 252 中子加周疗在子宫颈癌放疗同步化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从 2009 年 2 月～2010 年 2 月来我院就诊的子宫颈癌患者共 94 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

分成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 47 人。对照组患者采用紫杉醇联合放疗同步顺铂 3 周的治疗方案，研

究组患者使用紫杉醇联合放疗同步顺铂周疗的治疗方案，比较两组患者 5 年后的生存率和出现的不

良反应率，对比分析。 

结果  在对照组中，患者 5 年生存率为 46.8%，研究组患者 5 年生存率为 51.1%，通过统计学分

析，两组 5 年生存率无差异（P＞0.05），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有统计学意（P＜

0.05）。 

结论  使用周疗法联合锎 252 中子治疗子宫颈癌放疗同步化疗具有良好的效果，与 3 周疗法的效果

相当，不良反应较 3 周法要少，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PF-002 

局部晚期宫颈癌血清 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检测临床 

相关性研究 

 
刘春花 热伊拉 开丽曼 普拉提 杨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 830001 

 

目的  探讨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 D-二聚体(D-dimer, D-D)、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 FIB)水平与临床

病理特征相关性，以期为病情评估及预后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1 月 98 例初治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基线 D-D 及

FIB 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结果  与宫颈良性病变组相比，宫颈癌组 D-D、FIB 水平明显增高；宫颈癌组基线 D-D、FIB 水平与

患者年龄、KPS 评分、分期、有无淋巴结转移明显相关(P 均>0.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 

结论  宫颈癌患者易处于高凝状态，且以高龄者、体能状况差者、晚期者、有淋巴结转移者明显。

高凝状态宫颈癌患者可能预后不良。 

 
 
PF-003 

单药顺铂与顺铂联合吉西他滨结合锎中子同步放化疗对中晚期宫

颈癌的预后分析 

 
马苗苗 热伊拉 开丽曼 阿依古丽 杨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 830001 

 

目的  探讨中晚期宫颈鳞状细胞癌单药顺铂与顺铂联合吉西他滨加锎中子同步放化疗的临床疗效、

毒副作用及生存率之间的差异。   

方法  回顾分析 2010 年至 2012 年间收住我院的宫颈鳞状细胞癌，根据 FIGO 分期标准为ⅡB-ⅢB

期及卡氏评分≥70 的 121 例患者。随机分成 A 组 63 例接受 IMRT 外照射加锎 252 中子后装治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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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铂同步化疗；B 组 58 例接受 A 组同样放疗及顺铂联合吉西他滨同步化疗。采用 RTOG 分类法对

不良反应进行评估，比较两组患者的近期疗效、毒副作用及生存率之间的差异。  

结果  A 组近期有效率（CR+PR）为 90.48%(57/63),B 组近期有效率为 91.38%(53/58)，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B 组中患者不良反应中骨髓抑制、肝功能损害与 A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余不良反应无差异；放射性肠炎和膀胱炎的发生率两组无差异；A 组与 B 组的 3 年生

存率分别为 92.06%、94.8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中晚期宫颈鳞状细胞癌的临床治疗中,对患者实施锎 252 中子后装及 IMRT 放疗的同时选择

顺铂或顺铂联合吉西他滨的近期疗效和生存率之间无差异，联合用药增加其毒副作用，因此还需探

索更优的联合化疗方案。 

 
 
PF-004 

紫杉醇分别联合洛铂与顺铂在局部晚期宫颈癌化放疗近期疗效与

安全性研究 

 
李凤虎

1
 冉立

1
 杨飞月

2
 

1.贵州省肿瘤医院 

2.贵州省人民医院 

 

目的  局部晚期宫颈癌的最佳化疗方案尚无统一标准，本研究评价紫杉醇联合洛铂与紫杉醇联合顺

铂在局部晚期宫颈癌新辅助化疗序贯同步化放疗的近期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对 2011-11-28—2013-11-11 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贵州省肿瘤医院（65 例）、贵州

省人民医院（25 例）两家肿瘤治疗中心入组 Ib2~IVa 期宫颈癌患者共 9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 50

例（紫杉醇联合洛铂+单药洛铂），对照组 40 例（紫杉醇联合顺铂+单药顺铂）， 观察两组的近期

疗效及毒副反应，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非参数检验，不良反应率的两组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

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 90 例患者随访至 2015 年 3 月，随访率 100%，死亡 20 例，存活 70 例，中位随访时间为 39

个月， 1、2、3 年 OS 分别为 91%、82%、62%，实验组与对照组 1、2、3 年 OS 及中位随访时

间分别为 92%与 90%、80%与 85%、66%与 55%、39 个月与 36 个月，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2=0.086，P=0.769）。90 例患者中新辅助化疗后 CR 患者 3 例，PR 患者 64 例，有效率

74.4%，实验组 CR 患者 3 例，PR 患者 34 例，有效率 74.0%，对照组 PR 患者 30 例，有效率

75.0%，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143，P=0.288P）。90 例患者行新辅助化疗后，无治

疗相关性死亡，主要表现为 II-III 度不良反应，两组患者相比：实验组在化疗引起的厌食明显好于对

照组(P<0.001)、恶心、呕吐明显好于对照组(P=0.008)、疼痛明显好于对照组(P<0.001)，而在血

小板抑制方面实验组劣于对照组（P=0.045）；3 例患者因自身原因未行同步化放疗，87 例患者同

步化放疗后 CR 患者 34 例，PR 患者 51 例，有效率 97.7%，实验组 CR 患者 19 例，PR 患者 28

例，有效率 97.9%，对照组 CR 患者 15 例，PR 患者 23 例，有效率 97.4%，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2=0.002，P=0.967）。 

结论 与紫杉醇联合顺铂及单药顺铂相比，紫杉醇联合洛铂及单药洛铂作为新辅助化疗序贯同步化

放疗方案治疗局部晚期宫颈癌疗效相当，毒副反应可耐受，是临床上可选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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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05 

紫杉醇联合顺铂同步放化疗对中晚期宫颈癌患者的预后研究及安

全性分析 

 
于多 王铁君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目的  宫颈癌是导致全球女性罹患恶性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步放化疗尤其是以顺铂为基础的

同步放化疗方案，成为治疗局部晚期宫颈癌的重要 方法。有研究表明紫杉醇与顺铂联合应用在宫

颈癌同步放化疗中体现出较好效果，本研究探讨影响中晚期宫颈癌患者应用紫杉醇联合顺铂同步放

化疗方案的预后相关因素及该方案的安全性评价。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某院放疗科 2011 年 8 月至 2014 年 8 月间，76 例中晚期宫颈癌患者行根治性

同步放化疗的临床资料。其中所有患者化疗方案均为紫杉醇联合顺铂（TP），且均采取调强适形

放射治疗（IMRT）。观察患者放疗后急性和晚期不良反应。 

结果  （1）log-rank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的临床分期，怀孕次数和生产次数与预后相关。

Cox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临床分期(P<0.001, HR=42.140; 95%CI=5.63-315.34)以及怀孕次数

(P=0.001, HR=1.991; 95%CI=1.31-3.03) 是影响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2）76 位患者的一

年和两年生存率分别为 96.4% 和 85.5%。（3）3-4 级急性白血球减少症、嗜中性白血球减少症、

贫血、疲劳、恶心和呕吐在 76 位患者中的发生率分别为 3.9%，2.6%，1.3%，1.3%，1.3%和

6.6%。只有一位患者（1.3%）的急性呕吐水平达到了 4 级。所有患者的慢性毒性反应均未超过 1

级。 

结论  本研究发现，影响采用 TP 方案同步放化疗的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主要是临

床分期及怀孕次数。另外对中晚期宫颈癌患者采用紫杉醇联合顺铂同步放化疗方案的不良反应较

少，在近期及远期不良反应评价中均显示出该方案的可承受性，本研究可为宫颈癌同步放化疗中化

疗方案的制定起参考作用，同时针对临床分期较晚及孕次较多的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时可适当调整

治疗方案或采取个性化治疗。 

 
 
PF-006 

老年中晚期宫颈癌患者临床观察 

 
那仁花 张云霞 古丽娜·库尔班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830011 

 

目的 探讨老年中晚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特征，了解其生存情况。 

方法 选择近三年明确诊断宫颈癌的老年患者，FIGO 分期为 II-IV 期，回顾性分析其临床分期、病

理类型等临床资料。 

结果 我院收治的老年中晚期宫颈癌患者占同期收治宫颈癌患者的 12.15%，1 年生存率 86.4%，3

年生存率 64.3%，5 年生存率 57.5%。 

结论 老年中晚期宫颈癌患者通过放疗可以获得较好的生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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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07 

宫颈小细胞癌患者临床分析 

 
那仁花 刘晓丽 古丽娜·库尔班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830011 

 

目的 分析并探讨宫颈小细胞癌的临床特征、治疗方法和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宫颈小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探究其临床特

点及预后因素。 

结果 宫颈小细胞癌患者初诊年龄 30-60 岁，中位年龄 45 岁。8 例发生远处转移，转移部位为肝、

肺、脑、骨骼，包括 2 例局部复发；5 例死亡病例，仅 8 例无瘤生存。随访患者无瘤生存时间 3-87

个月，中位无瘤生存时间 27.0 个月，总生存时间 4-95 个月，中位生存时间 27.0 个月，初诊年龄

≥45 岁和＜45 岁患者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18.0 个月（95%CI： 9.2-26.8）、44.0 个月（95%CI：

16.3-71.7），P=0.008，肿瘤直径≤4cm 与直径＞4cm 患者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44.0 个月

（95%CI：17.7-70.3）、18.0 个月（95%CI：6.9-29.1），P=0.014。在 13 例实施手术的 SCCC

中，有盆腔淋巴结转移与无转移者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8.0 个月（95%CI：0-21.7）、35.0 个月

（95%CI：17.5-52.5），P=0.005。 

结论  宫颈小细胞癌是一种少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早期宫颈小细胞癌以手术联合化疗为主，中晚期

以放疗联合化疗为主，推断初诊年龄≥45 岁、肿瘤直径＞4cm、盆腔淋巴结转移可能为宫颈小细胞

癌的不良预后因素。 

 
 
PF-008 

局部晚期宫颈癌 EBRT 自适应调强放疗剂量学分析及初步临床疗

效与毒副反应评价 

 
阴骏

1
 范子煊

1
 李鹏程

2
 冯梅

1
 郎锦义

1
 

1.四川省肿瘤医院 

2.西南医科大学 

 

目的 研究局部晚期宫颈癌体外放疗中自适应调强放疗计划中靶区及危及器官的受照体积和剂量变

化特点；对比采用自适应调强放疗或单程调强放疗两种不同体外放疗模式治疗局部晚期宫颈癌的初

步临床疗效及毒副反应差异，探索合理治疗模式。 

材料与方法 收集 2010 年 5 月到 2015 年 5 月期间于四川省肿瘤医院接受同步放化疗的 112 例局部

晚期（FIGO：IIB-IVA 期）宫颈癌病例，根据患者外照射模式不同分为两组。单程放疗组，共 62

例患者，外照射全程未更改放疗计划；自适应放疗组（ART 组），共 50 例患者，均按首次放疗计

划（plan1）照射完成 15 次（27-30Gy）后采用相同的处方剂量及限制标准设计离线自适应计划

（plan2）并且按新计划完成后续治疗。腔内治疗采用 IMRT 同步剂量补偿高剂量率 3D-ICBT 治

疗，同步化疗方案以顺铂为基药。比较 ART 组病例前后两阶段的放疗计划。分析外照射 15 次后离

线自适应放疗计划中靶区及危及器官的体积及剂量变化特点。对两组患者随访，评价比较患者生存

状态，毒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ART 组相关剂量学研究显示：患者治疗前及放疗 15 次后 GTV 平均退缩率为

（35.48±5.16）%，p＜0.05；pCTV 平均退缩率为（9.53+1.9）%，p＜0.05。两次计划直肠、膀

胱体积变化均无统计学差异，而小肠体积变化有统计学差异。放疗 15 次行离线自适应放疗计划后

GTV D95 剂量有升高的趋势（p＞0.05）。危及器官 DVH 参数对比分析发现，plan2 计划与 plan1

相比在直肠 Dmean、Dmax、D0.1cc、D1cc，膀胱 Dmean、Dmax、D0.1cc、D1cc 有统计学意

义，而小肠 Dmean、Dmax、V30、V45、V50、膀胱 D50 降低无统计学差异。2、两组患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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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显示：ART 组与单程放疗组 3 年 OS 分别为 95.2%和 90.9%（p＞0.05），3 年 PFS 分别为

93.3%和 80.4%（p＞0.05）。急慢性毒副反应评价参考 CTCAE V4.0，单程放疗组急性腹泻发生

率高于 ART 组（48.39% VS 30%，p=0.046）。 

结论  局部晚期宫颈癌外照射采用调强自适应放疗与单程调强放疗相比 3 年 OS 和 PFS 无明显差

异。外照射过程中更新放疗计划可以降低直肠、膀胱的受照剂量。实施自适应放疗策略可能降低患

者治疗期间急性腹泻的发生率，增加患者治疗耐受性。 

 
 
PF-009 

宫颈癌 P170、GST-π、TopoⅡ及 EGFR 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及预后

的关系 

 
邹丽娟 李先琴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00 

 

目的 宫颈癌在我国发病率居世界第二且年轻化趋势明显。放化疗同步使宫颈癌的疗效得到改善，

但存在个体化差异。其主要因素为肿瘤细胞对化疗的耐药和放疗的抵抗。本研究旨在探索 P170、

GST-π、TopoII 及 EGFR 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和对预后的影

响，以期为宫颈癌的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8 例术后同步放化疗的初治宫颈癌患者。中位年龄为 48.7 岁。FIGO 分期 IB 期

12 例，IIA 期 16 例，IIB 期 10 例。组织病理学分级 G1 级 2 例，G2 级 24 例，G3 级 12 例，其中

鳞癌 34 例，腺癌 4 例。统计术后免疫组化检测 P170，GST-π，TopoII 及 EGFR 表达水平。应用

SPASS 软件进行分析。统计随访期间局部复发率、远处转移率和 2 年累积生存率。 

结果 蛋白表达：38 例宫颈癌组织中 P170，GST-π，TopoII 及 EGFR 蛋白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31.6%，94.7%，50%和 92.1%，四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共表达，无一例单独阳性表达。P170 与

GST-π 间呈负相关关系；GST-π 与和 EGFR 间呈正相关关系；蛋白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

系：P170 在高、中、低分化患者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100%，33.33%，16.67%，与宫颈癌病理分化

程度相关。TopoII 在 40~60 岁的中年患者高表达率为 41.94%；青年和老年患者的高表达率均为

100%，与年龄相关。EGFR 在腺癌和鳞癌患者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50%和 97.06%，与组织学分类

相关。GST-π 表达与病理特征之间均无显著相关；蛋白表达与预后的关系：P170 的表达与宫颈癌

复发相关。TopoII、GST-π 和 EGFR 表达水平与复发率和转移率之间无明显相关。P170、GST-

π、EGFR 和 TopoII 阴性组较各自阳性组，其生存状况有更好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回归

分析显示，P170、GST-π、TopoII 及 EGFR 均不是影响宫颈癌预后的独立风险因素。 

结论  P170、GST-π、TopoII 及 EGFR 在宫颈癌组织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阳性表达，且与部分临床

病理特征存在相关性，宫颈癌存在原发性多药耐药；宫颈癌中 P170 的表达与复发相关，可能作为

监测复发的潜在指标。P170、GST-π、TopoII 及 EGFR 可能影响宫颈癌根治术后放化疗患者的预

后，但均不是独立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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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10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中晚期宫颈癌的疗效

观察 

 
邹丽娟 马志刚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00 

 

目的 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恶性肿瘤之一。目前晚期宫颈癌主要治疗手段是同步放化疗。由于血液

转移是肿瘤主要的转移方式之一，我国研发了具有抑制血管内皮新生作用的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

(恩度)。它能选择性地阻遏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与迁移，减少肿瘤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阻断肿瘤

转移所需的血管通路，同时可以阻碍再生淋巴管和肿瘤细胞通过淋巴结转移。当前恩度联合化疗已

作为一线方案，用于治疗多种实体恶性肿瘤。此课题选取在我科治疗过程中曾接受恩度治疗的 53

例中晚期宫颈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观察恩度在中晚期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患者中不同疗程

疗效及不良反应。 

方法 选自 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11 月我科 53 例中晚期宫颈癌患者。将其分为两组，分别接受一

个疗程（甲组）27 例、二个疗程（乙组）26 例的恩度治疗。两组均接受恩度加盆腔三维适形调强

放疗和同步顺铂化疗，体外放疗结束后行腔内后装治疗，仅恩度应用疗程有区别。治疗结束后 3 个

月复查，依据实体瘤治疗疗效评价 RECIST 标准。记录治疗中及治疗后 3 个月内患者的造血功

能、消化系统反应及泌尿生殖系统反应等早期并发症。不良反应按急性放射损伤分级 RTOG 标准

进行评价。 

结果 3 个月后效果：甲组完全缓解（CR）14 例（51.85%）；部分缓解（PR）10 例

（37.04%）；病情稳定（SD）3 例（11.11%）；有效率（CR+PR）%是 88.89%。乙组 CR 16

例（61.54%）；PR 8 例（30.77%）；SD 2 例（7.69%）；（CR+PR）%是 92.31%。乙组比甲

组完全缓解率高；乙组较甲组有效率高，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毒副反应相比，髓内抑制发生率分

别为 51.85%和 61.54%；直肠反应分别为 37.04%和 30.77%；上消化道反应分别为 51.85%和

61.54%；泌尿系统反应分别为 22.22%和 19.23%，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接受同步放化疗的中晚期宫颈癌患者，联合应用两个疗程恩度比单用一个疗程疗效有所提

升。两组均无明显不良反应。所以联合恩度靶向治疗的方式有望作为治疗中晚期宫颈癌的新方案。  

 
 
PF-011 

早期宫颈癌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分析 

 
邹丽娟 卢俊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00 

 

目的 随着现代医学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早期宫颈癌患者通过各种方式检测出来。手术和放疗对早

期宫颈癌实施有效的诊疗，已经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但仍有部分患者在疾病的不同阶段出现肿

瘤复发，因此，探索患者术后复发的原因及相关因素十分重要，对于术后患者的个体化综合治疗有

指导性的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7 例在 2010 年 1 月到 2013 年 1 月于我院就诊的早期宫颈癌Ⅰb、Ⅱa 期患者，

所有患者均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加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术后完善病理诊断。术后全部放疗，采用体

外盆腔三维适形放疗联合腔内照射。其中 45 例患者放疗同时行同步顺铂化疗，其余 52 例患者行单

纯放疗。从手术结束后开始随访 3 年，97 例病例中有 33 例出现复发，64 例未出现复发，探讨患

者术后复发与临床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 

结果  早期宫颈癌术后复发的单因素分析中，临床分期、病理类型、阴道切缘情况、有无脉管癌

栓、是否淋巴结转移、间质浸润深度、放疗期间是否同步化疗与术后复发的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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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复发的多因素分析中阴道切缘是否阳性、淋巴结是否转移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发在盆腔复发占复发总数的 75.8%，其中阴道残端复发占 33.3%，发生远处转移占

39.4%。 

结论 本研究表明分期、病理类型、阴道切缘情况、有无脉管癌栓、淋巴结是否转移、间质浸润深

度、是否同步化疗等因素与宫颈癌术后复发相关。其中阴道切缘情况、淋巴结是否转移是术后复发

的独立影响因素。盆腔是复发的主要部位，阴道残端复发是盆腔局部复发的主要类型。   

 
 
PF-012 

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规律的研究 

 
石静滨 黄姗 邹丽娟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0114121 

 

目的  探讨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规律，并分析相关高危因素，从而为宫颈癌放疗靶区勾画提供参

考。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在我院就诊的宫颈癌患者，从术后病理和 CT/MRI 两个方面

进行分析。分析宫颈癌根治术的 191 例宫颈癌患者的病理资料，重点探讨淋巴结转移规律及其与

FIGO 分期、肿瘤大小、脉管侵犯和间质浸润深度的关系，并分析其相关的潜在危险因素。另外分

析行 CT/MRI 检查确诊有盆腔淋巴结转移的宫颈癌患者 71 例，探讨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的影像

学分布规律。 

结果 191 例宫颈癌患者中检出 43 例发生盆腔淋巴结转移，43 例中有 20 例对淋巴结进行分组，其

中闭孔淋巴结转移 12 例，髂外淋巴结转移 9 例，髂内淋巴结转移 8 例，宫旁淋巴结、髂总淋巴

结、腹股沟淋巴结转移各 2 例；单因素分析：FIGO 分期为Ⅱ期、肿瘤大小＞4cm、脉管癌栓阳

性、间质浸润深度＞1/2 全层，盆腔淋巴结出现转移可能性更大。盆腔淋巴结转移与年龄、病理学

类型、分化程度、术前辅助治疗无关；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脉管癌栓、间质浸润深度是影响

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71 例患者 CT/MRI 评价共 123 个淋巴结转移。其中，闭

孔淋巴结 45 例，髂外淋巴结 21 例，髂内淋巴结 14 例 ，髂总淋巴结 8 例，骶前淋巴结 5 例。大多

数盆腔淋巴结转移出现在闭孔头侧、髂外内侧组和中间组（60/71）。髂外尾侧组、外侧组、闭孔

尾侧组、骶前区淋巴结转移率低（6/71）。 

结论 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与 FIGO 分期、肿瘤大小、脉管侵犯和间质浸润深度有关；脉管癌栓

和间质浸润深度是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无论术后病理还是术前 CT/MRI 检查，

闭孔淋巴结和髂外淋巴结都是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最常见的部位，勾画靶区时要综合考虑以上相

关因素进行个体化治疗；放疗时要充分照射闭孔头侧组、髂外内侧组和中间组等高危淋巴结

CTV，当 CT/MRI 上没有其他组淋巴结转移、分期偏早时，髂外尾侧组、外侧组、闭孔尾侧组、骶

前区等低危淋巴结 CTV 可不予照射。  

 
  
PF-013 

局部晚期宫颈癌三维适形、静态调强及容积弧形调强放疗技术对

腰骶丛神经的剂量学比较 

 
李国权 陈婷婷 邹丽娟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0093518 

 

目的 比较局部晚期宫颈癌 3D-CRT（三维适形放疗）、IMRT（调强放疗）及 VMAT（容积弧形调

强放疗）3 种技术制定放疗计划下腰骶丛神经及危及器官的剂量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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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7 月在我科接受 IMRT 治疗的 20 例患者。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勾

画均参照 RTOG 指南，腰骶丛神经的勾画参照 Yi 等人的指南，对腰骶丛神经不进行剂量的限制，

由此产生 3D-CRT、IMRT 和 VMAT 的 3 种放疗技术下，总计 60 个计划。对 3 种放疗技术下的腰

骶丛神经及其它危及器官的 DVH（剂量-体积图）参数进行分析比较，评价腰骶丛神经在各放疗技

术下的剂量学差异。 

结果 1.腰骶丛神经的剂量学比较：3D-CRT 中腰骶丛神经 Dmean、Dmax、V40、V45 均大于

IMRT 或 VMAT，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IMRT 中腰骶丛神经 Dmean、V40、V45 大于 VMAT，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2.危及器官的剂量学比较：3D-CRT 直肠、膀胱 V40 均大于 IMRT 或 VMAT，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VMAT 中的直肠、膀胱 V40 大于 IMRT，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D-CRT 小肠

Dmax、V40 均大于 IMRT 或 VMA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D-CRT 的结肠 Dmax、V40 均大于

IMRT 或 VMAT，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VMAT 中结肠 V40 大于 IMRT，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种放疗技术下脊髓 Dmax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3D-CRT 中骨盆骨、左右股骨头 V30 大于

VMAT，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1. 3D-CRT、IMRT 和 VMAT 3 种放疗技术中，IMRT 和 VMAT 对腰骶丛神经的保护作用优于

3D-CRT，有助于预防 RILSP 的发生；2. IMRT 和 VMAT 2 种放疗技术中，腰骶丛神经 Dmean 均

＜45Gy，且在统计学上有差异；V40、V45 在 VMAT 中下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 Dmax 在二者

中并无明显差异，所以 IMRT 和 VMAT 对腰骶丛神经保护作用的程度仍无法确定；3. 3D-CRT、

IMRT 和 VMAT 3 种放疗技术中，IMRT 或 VMAT 计划更有利于对直肠、膀胱、小肠、结肠、骨盆

骨和股骨头的保护；对于脊髓的保护作用则无差异。比较 IMRT 和 VMAT 2 种放疗技术，IMRT 在

保护直肠、膀胱和结肠方面优于 VMAT，在脊髓、小肠、骨盆骨和股骨头的保护上并无统计学差

异。 

 
 
PF-014 

膀胱充盈度在局部晚期宫颈癌近距离插植治疗中对正常 

组织剂量影响 

 
范明亮

1
 郭杰

2
 李国文

1
 刘忠山

2
 林霞

2
 王铁君

2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吉林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分析膀胱充盈度在局部晚期宫颈癌近距离插植治疗中对正常组织剂量影响。 

方法 选取 2015 年 4 月至 2015 年 7 月就诊于我科行宫颈癌根治性外照射加近距离插植治疗患者 25

例，FIGO 分期为 Ib2-Ⅲb 期。近距离插植治疗中分别向膀胱充盈 0ml、50ml、100ml 及 150ml 液

体，由同一名医生勾画膀胱不同充盈状态下的靶区及危及器官，分别制定膀胱不同充盈状态下的治

疗计划，根据 DVH 图评估不同膀胱充盈状态下膀胱、直肠、乙状结肠 D2cc、D1cc、D0.1cc，并

进行配对 t 检验。  

结果 膀胱 D2cc 在膀胱充盈 50ml 较充盈 0ml、100ml、150ml 明显减少（P=0.03、0.037、

0.001）；膀胱 D1cc 在膀胱充盈 50ml 较充盈 0ml、150ml 明显减少（P=0.07、0.002）；膀胱

D0.1cc 在膀胱充盈 50ml 较充盈 150ml 明显减少（P=0.020）。 

结论 膀胱充盈状态改变了膀胱受照剂量；膀胱充盈状态对乙状结肠、直肠受照剂量无明显影响；

在不改变处方剂量的前提下向膀胱充盈 50ml 较充盈 0ml、100ml、150ml 更有利于降低膀胱受照射

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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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15 

膀胱充盈程度对宫颈癌外照射小肠剂量的影响 

 
蔡嵘 王舒蓓 单书灿 陈佳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放疗科 200025 

 

目的 评估不同的膀胱体积对宫颈癌根治性放疗外照射时小肠和膀胱剂量体积的影响。探讨宫颈癌

根治性放疗外照射时膀胱合理的充盈体积。   

方法 38 例 IIB-IVA 的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接受盆腔外照射联合后装放疗，根据定位 CT 时膀胱的体

积将 38 个病例分为 3 组：A 组 18 例：膀胱体积 100ml 以下;B 组 11 例：膀胱体积 100-200ml; C

组 9 例：200ml 以上共 3 组。盆腔外照射采用 IMRT 放射方法，处方剂量 45Gy/25fx/5W， 计划实

施为 ELAKTA 公司的 Precise 直线加速器。利用每个计划的剂量-体积直方图（DVH）进行数据分

析。   

结果 靶区体积三组分别是：A 组 1473.719cm
3，B 组 1496.736 cm

3，C 组 1582.2 cm
3

（P>0.05）；小肠体积三组分别是：A 组 405.9 cm
3，B 组 469.8 cm

3，C 组 371.6 cm
3

（P>0.05）；膀胱的平均剂量三组分别是：A 组 41.83Gy，B 组 42.17Gy，C 组 40.26Gy；C 组的

膀胱平均剂量明显低于 A 组（P<0.05）。膀胱 2cc 剂量三组分别是：A 组 47.72Gy，B 组

47.93Gy，C 组 48.54Gy；C 组的膀胱平均剂量明显低于 A 组（P<0.05）。 小肠平均剂量三组分

别是：A 组 33.67Gy，B 组 31.67Gy，C 组 27.91Gy；C 组的小肠平均剂量明显低于 A 组

（P<0.05）。小肠 V20(20Gy 剂量接受的体积比)三组分别是：A 组：84.2%，B 组 80.2%，C 组

71.3%；C 组的小肠 V20 明显低于 A 组（P<0.05），而 A 组和 B 组之间的小肠 V20 无明显差异

（P>0.05）。小肠 V30(30Gy 剂量接受的体积比)三组分别是：A 组 67.5%，B 组 58.5%，C 组

49.8%；C 组的小肠 V30 明显低于 A 组（P<0.05），而 A 组和 B 组之间的小肠 V30 无明显差异

（P>0.05）。小肠 V40(40Gy 剂量接受的体积比)三组分别是：A 组 41%，B 组 36%，C 组

24.5%；C 组的小肠 V40 明显低于 A 组（P<0.05），而 A 组和 B 组之间的小肠 V40 无明显差异

（P>0.05）。   

结论  膀胱体积达到 200ml 以上对膀胱及小肠的剂量明显低于膀胱体积 100ml 以下。   

 
 
PF-016 

宫颈癌术后阴道断端复发放射治疗远期疗效分析 

 
李慧灵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回顾性分析宫颈癌术后阴道断端复发放射治疗的远期疗效、治疗副反应 ，探讨影响预后的因

素。 

方法 2005 年 1 月至 2011 年 07 月期间本院收治的 105 例宫颈癌术后阴道断端复发患者。按照术后

治疗后复发时间分为三组：1 组： 6～12 个月复发；2 组： 12～24 个月复发；3 组：≥ 24 个月复

发。均行放射治疗，96 例联合化疗。 

结果 随访率 98.10%。3 组近期疗效分别为 60.0%、81.8%、86.5%。总的 1、3、5 年生存率分别

为  98.1%、58.1%、31.4% ，总中位生存时间为 42 月。比较 3 组治疗疗效：3 组比 2 组好，明显

优于 1 组（P=0.01）。 

结论 宫颈癌术后阴道断端复发放射治疗联合化疗约 1/3 获得挽救，阴道断端复发时间、肿瘤大小、

肿瘤侵犯范围是影响治疗疗效的因素。内照射可以作为外照射的补量治疗，如阴道断端复发病灶

小，可单纯采用内照射。放射剂量大易导致直肠放射性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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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17 

高表达的 FUNDC1 预测早期宫颈癌患者不良预后的发现，并有可

能成为提高放疗的抗肿瘤效应的新治疗靶点 

 
尔璞醇 侯海玲 钱东 王平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近年来 FUNDC1 被认为可能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及预后相关。本研究着重探讨 FUNDC1 的表

达情况与接受术后放疗的早期宫颈癌患者临床病理及预后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其在宫颈癌细

胞增殖、凋亡中的作用及对细胞放疗敏感性的影响。 

方法  应用免疫组化、Western-blot 以及免疫荧光等实验方法检测 FUNDC1 的表达情况，并应用

shRNA 干扰的方法抑制宫颈癌细胞中内源性 FUNDC1 的表达，以观察其在肿瘤增殖与凋亡中的作

用及其机制。总结各类实验结果，得出结论。 

结果  与正常宫颈组织相比，FUNDC1 在宫颈癌细胞中的表达明显上调，FUNDC1 的高表达与早期

宫颈癌患者的预后呈负相关(P < 0.05)，并且可以作为 OS 和 DFS 的独立预后因素。干扰 FUNDC1

的表达可以明显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促进其凋亡并增强细胞对电离辐射的敏感性。 

结论 本研究阐述了 FUNDC1 可以作为早期宫颈癌患者预后的预测因子，并有可能成为新的治疗靶

点，提高放疗的抗肿瘤效应。 

 
 
PF-018 

官颈癌术后不同放疗方法对危及器官剂量学影响研究 

 
赵环宇 时飞跃 秦伟 陈飞 陈成 陈丽丽 刘莹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肿瘤放疗中心 210006 

 

目的  比较容积弧形调强放疗(Rapid Arc)、适形调强放疗(IMRT)、盆腔四野三维适形放疗(3DCRT)

方法在宫颈癌靶体积剂量覆盖及危及器官(OAR)保护方面的差异，探讨宫颈癌患者术后盆腔外照射

时，危及器官保护的最佳放疗方法。 

方法  对 10 例Ⅱ期宫颈癌术后患者进行 CT 模拟定位，在计划系统内勾画大体肿瘤靶区(GTV)、临

床靶区( CTV)，CTV 均匀外扩 0.5cm 生成计划靶体积(PTV)，同时勾画危及器官小肠、直肠、膀

胱、股骨头。使用 Varian Eclipse 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每例宫颈癌患者均制定 3 种治疗计

划（Rapid Arc /IMRT/3DCRT），处方剂量为 45Gy/25Fx，95%靶区体积达到处方剂量要求，比较

危机器官的剂量分布、剂量-体积直方图等参数。 

结果  与 3DCRT 相比，Rapid Arc 显著降低了股骨头、直肠在 25-45Gy 范围内受照体积

（p<0.05）；降低了膀胱在 30-45Gy 范围内受照体积（p<0.05）；降低了小肠在 10-45Gy 范围内

受照体积（p<0.05）；股骨头、直肠、膀胱在低剂量（10-20Gy）范围内受照体积相似

（p>0.05）。与 IMRT 相比，Rapid Arc 在小肠(10-45Gy)范围内、股骨头（20-45Gy）范围内受照

体积相似（p>0.05）。Rapid Arc 增加了膀胱、直肠在 20-40Gy 范围内受照体积（p<0.05）。 

结论  宫颈癌术后放疗患者，Rapid Arc 较 3DCRT 降低了危及器官小肠、直肠、膀胱、股骨头的受

照剂量，Rapid Arc 在危及器官保护方面优于 3DCRT。Rapid Arc 与 IMRT 比较，Rapid Arc 在危

及器官保护未见明显优势，增加了低剂量照射时，直肠、膀胱、股骨头，这为今后更好地制定宫颈

癌术后放疗计划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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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19 

宫颈癌放疗中靶区剂量分析 

 
李思妹 王雅棣 路娜 张宗恺 姚波 

陆军总医院 100000 

 

研究目的  分析宫颈癌放疗中肿瘤变化、生理运动等诸因素对靶区剂量的影响，为临床提供帮助。 

方法 选取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6 月于陆军总医院（原北京军区总医院）行螺旋断层放疗

（Tomotherapy）宫颈癌患者 20 例。每次治疗前均行兆伏级 CT（MVCT）扫描，并将 MVCT 重建

后与定位的千伏级 CT（kVCT）图像进行自动、手动配准，以校正摆位误差。选取每周一、三的

MVCT 图像与定位时的 KVCT 图像对比，在 Tomotherapy 自适应模块中重新计算剂量分布，得到

对应单次实际受照射剂量，将对应的融合 CT 图像以及单次剂量分布传输至形变软件（MIM 6.5）

中进行剂量叠加，得到总受照射剂量，最后 1 次的 MVCT 及靶区、总受照射剂量叠加成的计划称

为 Plan 2，初始计划称为 Plan 1，在 DVH 上比较 Plan 1 和 Plan2 靶区剂量分布情况。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结果 1、随照射剂量增加，肿瘤逐渐缩小，GTV 中心也相应发生变化，以接受 10 ~40 Gy 照射时

的位置变化最著（0.55~0.56 cm），且以前后方向变化最大，其次是头脚方向，左右方向影响最

小。2、子宫中心位置的变化以头脚方向最大，前后次之，左右方向最小。且子宫中心位置位移在

前后和头脚方向上随照射剂量增加逐渐增大（P=0.000，0.077）。3、Plan 2 中的 GTV 和子宫的

D98 及 D2 与 Plan 1 无差异，Dmean 分别高于 Plan l 1.45%和 1.60% (P=0.002，0.002)，D95 分

别高于 Plan 1 1.48%和 1.34%（P=0.058，0.073）；CTV D95、Dmean 及 D2 与 Plan 1 无差异，

D98、V95 低于 Plan 1，降低比例分别为 7.69%、2.59%(P=0.002，0.001)。4、CTV 不足 95%处

方剂量照射的中位漏照百分比 2.01%（0.46~5.99%），中位漏照体积为 18.67 cm3 (2.52~45.77 

cm3)，漏照部位主要位于子宫前部及髂总淋巴结上部的引流区。 

结论  在宫颈癌 Tomtherapy 调强放疗中，随肿瘤缩小，子宫位置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引起靶区剂

量变化，主要表现为子宫前倾造成部分靶区漏照，但漏照体积较小。在图像引导放射治疗下，可以

满足 PTV 处方剂量要求。 

 
 
PF-020 

Patterns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Locally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Liu zhikai

1
,Ke Hu

1
,An Liu

2
,Jie Shen

1
,Xiaorong Hou

1
,Xin Lian

1
,Shuai Sun

1
,Junfang Yan

1
,Fuquan Zhang

1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2.City of Hope Medical Center 

 

Purpose  To investigate patterns and locations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locally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s.  
Methods and Materials  244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stage IIb cervical cancer were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Contrast enhanced CT scans were used for lymph node grading. 
Lymph nodes with the shortest axis(> 1 cm) were categorized as positive and those between 
0.5 – 1 cm were categorized as suspicious. All lymph nodes were also classified by their 
anatomic locations.  
Results  931 lymph nodes (136 positive and 795 suspicious) were identified. 63 (25.8%) patients 
had positive lymph nodes, and 153 (62.7%) patients had only suspicious lymph nodes. The 
metastatic pattern was predictable traveling from Level 1 (external iliac, internal iliac, obturator 
and mesorectum groups) through level 2 (common iliac and presacral groups) to Level 3 (para-
aortic groups). In most groups, lymph nodes were located within 1.0 cm of main blood vess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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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novel findings: (1) Presacral lymph nodes metastases were rare (2/244, 0.82%). (2) The left 
common iliac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more enlarged nodes than the right common iliac group 
(p=0.00). (3) The left common iliac group and left down-para-aortic group were further away from 
blood vessels than expected (1.2 cm and 1.4 cm, respectively). (4) No additional margin was 
needed in anterolateral direction for external iliac groups.  
Conclusion  The lymph node metastatic patterns are relatively predicable. Different expansions 
from vessels should be used to include lymph nodes for different groups. Presacral nodes 
metastases are rare, and further study is warranted to see if this region can be excluded from 
nodal CTV. 
 
 
PF-021 

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同步加量调强放射治疗的临床观察 

 
蒋美萍 吴星娆 李康明 

云南省肿瘤医院 65018 

 

目的  探讨同步加量调强放疗(SMART) 与常规三维适形放疗(3D-CRT)治疗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

的疗效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盆腔淋巴结转移的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 50 例，随机分为 SMART 组和 3D-CRT 组。放疗为

外照射加后装腔内照射，后装治疗 A 点 DT 30Gy/5ｆ；外照射靶区包括 GTVnd（阳性淋巴结）及

CTV（包括子宫、宫颈、部分阴道及其旁组织、盆腔淋巴结引流区），PGTVnd 为 GTVnd 外扩

5mm；PTV 为 CTV 外扩 8mm。SMART 组放疗剂量：95%PGTVnd 60Gy/25f，2.4Gy/f；

95%PTV 46Gy/25f，1.84Gy/f；3D-CRT 组放疗 95%PTV 

46Gy/23ｆ后缩野 95%PGTVnd 14Gy/7f 局部补量，2Gy/f。所有患者放疗外照射期间均辅以顺铂

30mg/m2/W 同步化疗。 

结果  SMART 组总有效率为 93.3％，3D-CRT 组总有效率为 91.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SMART 组重度骨髓抑制和恶心呕吐不良的发生率较 3D-CRT 组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SMART 组完成治疗时间较 3D-CRT 组明显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SMART 组治疗费用比 3D-CRT 组高一万余元。 

结论  同步加量调强放射治疗(SMART)对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转移与常规三维适形放疗（3D-CRT）

临床疗效相当，靶区无需缩野可获得根治性剂量，缩短了治疗时间，治疗毒副反应无明显差异，治

疗费用增加，对于经济情况不佳的患者可以选用常规三维适形放疗。 

 
 
PF-022 

A Study of Dosimetry Comparing Two-Dimensional to Three-

Dimensional Conformal Brachy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Su Jin 

Department of Radiate Oncology ，The First Subsidiary Hospital of Medical College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710061 
 

Purpose  Through the comparing study with target and OAR affected by point dose and volume 
dose which used two-dimensional and three-dimensional image based brachytherapy in cervical 

cancer，assess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wo plan in the planning target volume 

of rectum and bladder dosimetry, providing an advanced,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for 
cervical brachy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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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Selecting 52 cases of initial cervical cancer which diagnosis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4 to July 2015 in Clinical stage IIB-IIIB period. All enrolled patients completed the three-

dimensional conformal external beam. （10MV-Xray DT5040cGy／180cGy／28F). At the second 

weeks after the beginning of radiotherapy, gave one cycle of chemotherapy. The program was: 
Cisplatin 25mg/m2 d1-3, fluorouracil300mg/m2 d1-5. The brachytherapy began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external beam. The Brachytherapy machine used was Micro-Selectron HDR 192Ir 
which product by the Netherlands nuclear company. Source control facilities adopted uterine tube 
and vaginal ball three facilities. First conventionally collectted 0 ° and 90 ° DDR simulated by 
simulator, and transmitted image to the planning system, and then used CT localized the patient 
in the same position. The thickness of Slice was 3mm. After the data was reconstructed, 
transferred it to the CT simulation system work-station. According to ICRU38 file delineated 

GTV、HR CTV、IR CTV and the OAR included rectum and bladder etc. Applied PLATO 

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 to set point A and rectum、bladder reference point. At the same time, 

imported all points into the CT image coordinates. According to the completed target and OAR, 
designed the two-dimensional and three-dimensional plan by A point and HRCTV under 500cGy 
respectively. Evaluated all reference dose by using DVH. Compared two programs method 
parameters by SPSS16.0.  
Results  1. The left and right Point A between two-dimensional plan and three-dimensional plan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2. Rectum and bladder point doses in three-dimensional 
brachytherapy planning were better than two-dimensional brachytherapy planning, but they had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 0.05). 3. Point of rectal dose in two-dimensional plan and 
the volume of 2cc dose in three-dimensional plan were related; however,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Point of bladder dose and the volume of 2cc dose. 4. The prescribed dose of Three-
dimensional brachytherapy HR CTV-D100, HRCTV-D90, IR CTV-D100, and IR CTV-D90 was 
84.9%, 119.3%, 66.9%, 99.9%, three-dimensional conformal brachytherapy for Target isodose 
coverage could meet the treatment requirements. 
Conclusion  1. Three-dimensional CT-based brachytherapy could meet the treatment 
requirements of isodose target area coverage in cervical cancer and the OAR dose n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But by CT simulator, because of inaccuracy of the target area, may result in 
the evalu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treatment plan with subjectivity.2. Rectum and bladder point 
dose evaluation by two-dimensional can not replace three-dimensional volume dose, but the two-
dimensional brachytherapy which evaluated by point dose could also reflect the OAR by the 
amount of radiation; therefore, it still has a good clinical value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PF-023 

一例局部晚期子宫颈癌使用贝伐单抗膀胱阴道直肠瘘报道及 

文献复习 

 
吴星娆 

云南省肿瘤医院 650118 

 

Chemotherapy plus bevacizumab (a monoclonal antibody that binds VEGF)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OS from 13.3 to 17.0 months with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  The triplet regimens used 
in the study (cisplatin-paclitaxel-bevacizumab and topotecan-paclitaxel-bevacizumab) were 
relatively well tolerated but associated with a 6% incidence of fistula and 8% incidence of 
thromboembolism. Importantly, the United State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pproved both 
bevacizumab-containing triplet regimens for the treatment of advanced cervical 
cancer.However,we should evaluate the indications and used it properly in clinical treatment.Here 
we report a rare case which had vesicovaginal and rectovaginal fistula with bevacizumab and had 
poor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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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24 

康莱特注射液联合同步放化疗对中晚期宫颈癌患者免疫功能及疗

效的影响 

 
周颖 李海军 毛春梅 蒋吉飞 蔡明伟 杜驰 林芳 

四川省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641000 

 

目的  探讨康莱特注射液联合同步放化疗对中晚期宫颈癌患者免疫功能、治疗疗效及毒副反应的影

响。  

方法  征集本科首诊住院的中晚期宫颈鳞癌（FIGO 分期 IIB-IIIB）患者 43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

（23 例）和对照组（20 例），对照组给予根治性放疗同步 PF 方案（顺铂 30mg/m2 d1-3 + 氟尿

嘧啶 750mg/m2 d1-3，q21-28d）化疗，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加上康莱特注射液治疗（20g/200ml，

静脉滴注，每日一次，放疗前半小时滴注完毕，连用 21 天，休息 7 天，为一疗程，至少使用 2 个

疗程）；两组患者在放化疗前（放疗前 1 天）、后（放疗结束当天）行 T 细胞亚群检测；分别比较

两组患者近期疗效、放化疗毒副反应发生率及免疫功能（CD3+ T 细胞、CD4+ T 细胞、CD8+ T 细

胞及 CD4+/CD8 +比值）。    

结果  实验组有效率为 91.3%，其中完全缓解者（CR）18 例（78.3%），部分缓解者（PR）3 例

（13.0%），而对照组有效率为 85.0%，其中完全缓解者（CR）14 例（70.0%），部分缓解者

（PR）3 例（15.0%），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及对照组在 II°及以上白细胞

下降发生率分别为 13.0%和 4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放化疗后，实验组及对照组

患者 CD3+ T 细胞、CD4+ T 细胞及 CD4+/CD8 +比值较放化疗前均下降（P <0.05），且实验组的

下降程度小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康莱特注射液可减轻同步放化疗对中晚期宫颈癌患者免疫功能的抑制，更好的保护患者的免

疫功能，并且能降低放化疗毒副反应，提高患者放化疗耐受性。 

 
 
PF-025 

Pelvic bone marrow sparing in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reduced the hematologic toxicity for cervical 

cancer 

 
Sun Yao,Tao Zhen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CyberKnife Center， Key Laboratory of Cancer Prevention and Therapy，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Cancer 300060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o determine if bone marrow sparing (BMS) in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VMAT) reduce the hematologic toxicity compared with VMAT without BMS. 
Methods and materials  Two groups of 2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at our institution were 
enrolled respectively. All the patients received postoperative VMAT to 50.4Gy to the pelvic 
lymphatics and vagina. All plans were generated using our in-house-developed automatic inverse 
planning (AIP) algorithm. One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MS-VMAT, while the other group was 

treated with VMAT without BMS. Planning objectives for PTV were minimum dose ＞95%, 

maximum dose ＜107%,. The pelvic bone marrow (PBM) was limited to V5＜85%, V10< 75%, 

V30＜40% and V40＜30%. Plan homogeneity and conformity index were calculated. Plan quality 

was evaluated by measuring mean dose and dose-volume statistics of the organs at risk. All 
patients underwent weekly blood cell count: hemoglobin (HgB), white cell count (WCC), absolute 
neutrophil count (ANC) and platelets (plats). Endpoints included the WBC, ANC, hemoglobin and 
platelet count nadirs. The dose metrics were compared using a two tailed Mann-Whitney U test.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312 

 

The conformity and homogeneity index were compared using the two-sided paired t-test. The X2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rates of hematologic toxicity. 
Results  All the patients were clinical stage IA2-IIA. The median age was 54 years old. After 
radical hysterectomy, 21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to have lymphovascular space involvement 
(LVSI); 15 patients had primary tumor size larger than 4cm; 9 patients had more than a third of 
stromal invasion. No patients had positive lymph node, parametria or positive surgical margins. 
The two groups resulted in equivalent homogeneity(1.07±1.2% vs 1.10±3.1%; P=0.210) and 
conformity index (0.842± 2.7% vs 0.827±1.2%; P=0.444). The PBM dose metrics show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V5 (83.1%±3.2% vs 89.0%±0.8%; P=0.037) and V10 (74.8%±1.6% vs 
82.3%±  2.1%; P=0.008) in the BMS-VMAT group compared to the VMAT group. However, V30 
and V40 of PBM dose metric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nadir 
for WCC (P=0.008) and ANC (P=0.004)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VMAT group compared 
to the BMS-VMAT group. In the BMS-VMAT group, 16.7% had grade 2 or higher hematologic 
toxicity (HT) compared with 56.7% in the VMAT group (P=0.036). 
Conclusions  BMS-VMAT reduced irradiation of PBM compared to VMAT without BMS, 
especially in the low dose radiation (V5 and V10). This analysis supports the hypothesis that low 
dose radiation of PBM is associated with acute HT during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for cervical 
cancer. Techniques to limit pelvic bone marrow irradiation can reduce HT in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PF-026 

宫颈癌调强放疗中直肠体积、位置变化对实际受照射剂量和靶区

的影响 

 
路娜 王雅棣 张宗恺 李思妹 张富利 

陆军总医院放疗科 100700 

 

研究目的  分析宫颈癌放疗中直肠体积和位置变化对其实际受照射剂量和靶区的影响，为临床提供

帮助。 

方法 选取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6 月于陆军总医院（原北京军区总医院）行根治性放疗的 20 例

宫颈癌患者，均行螺旋断层放疗（Tomotherapy），每次治疗前均利用 Tomotherapy 提供的

MVCT 扫描系统行 CT 扫描，并将 MVCT 重建后与定位的千伏级 CT（kVCT）图像进行自动、手

动配准，校正摆位误差。选取每周一、三的 MVCT 图像与 KVCT 图像进行对比，在 Tomotherapy

自适应模块中重新计算剂量分布，得到对应单次实际受照射剂量，将对应的融合 CT 图像以及单次

剂量分布传输至形变软件（MIM 6.5）中进行剂量叠加，得到总受照射剂量，在每周一、三的

MVCT 图像上，参考初始计划的靶区，以相同的原则重新勾画靶区和危及器官（organ 

at risk，OAR），观察分次照射间直肠体积、位置变化，计算实际收招剂量，以及对靶区体积、位

置和剂量的影响；最后 1 次的 MVCT 及靶区、总受照射剂量叠加成的计划称为 Plan 2，初始计划

称为 Plan 1，在 DVH 上比较 Plan 1 和 Plan2 靶区、OAR 剂量分布情况。采用 SPSS20.0 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 

结果  共选择 20 例患者所采集 200 次 MVCT 进行分析，直肠体积为（50.4±4.72）~

（154.1±31.59）ml，直肠质心在左右、前后、头脚方向上的位移分别为 0.25±0.21（中位值

0.21，范围-0.96~0.78）cm、0.44±0.56（中位值 0.29，范围-0.92~3.41）cm、0.83±0.76（中位

值 0.56，范围-1.85~4.05）cm。Plan2 计划中，直肠 V50、Dmean 较 Plan1 计划分别增高

48.48%、20.25%(P=0.049，0.000)，但 V30、V40、V45 无显著差异。直肠体积变化与受照射剂

量之间，无论是平均量还是最小量、最大量还是均无显著相关性，但直肠体积增大 30 ml 以上或变

化超过 30%时直肠 V30、V40、V45、V50 增大（P＜0.05）。直肠体积、位置变化对 CTV 体积、

位置以及 Dmax、Dmean、Dmin、漏照体积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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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直肠的充盈状态对靶区无明显影响，但对直肠本身的影响明显，当直肠变化体积＞30 ml 或

＞30%以上使其受照剂量明显增加，建议治疗前排空直肠，减少损伤的发生。 

 
 
PF-027 

膀胱充盈状态对宫颈癌放疗靶区及膀胱受照剂量的影响 

 
王雅棣 路娜 李思妹 张宗恺 张富利 

陆军总医院放疗科 100700 

 

研究目的  分析宫颈癌放疗中膀胱充盈状态对靶区和膀胱受照剂量的影响，为临床提供帮助。 

方法  选取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6 月于陆军总医院（原北京军区总医院）行螺旋断层放疗

（Tomotherapy）宫颈癌患者 20 例。每次治疗前均行兆伏级 CT（MVCT）扫描，并将 MVCT 重建

后与定位的千伏级 CT（kVCT）图像进行自动、手动配准，以校正摆位误差。选取每周一、三的

MVCT 图像与定位时的 KVCT 图像对比，在 Tomotherapy 自适应模块中重新计算剂量分布，得到

对应单次实际受照射剂量，将对应的融合 CT 图像以及单次剂量分布传输至形变软件（MIM 6.5）

中进行剂量叠加，得到总受照射剂量，在每周一、三的 MVCT 图像上，参考初始计划的靶区，以

相同的原则重新勾画靶区和 OAR，观察分次照射间膀胱体积、位置变化分别对其及靶区实际剂量

的影响；最后 1 次的 MVCT 及靶区、总受照射剂量叠加成的计划称为 Plan 2，初始计划称为 Plan 

1，在 DVH 上比较 Plan 1 和 Plan2 靶区、OAR 剂量分布情况。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 

结果  1、膀胱体积与计划体积相差≤300 ml 或体积相差之比≤40%时，对 CTV 体积影响不大，但当

膀胱体积与计划体积相差＞300 ml 或膀胱体积与计划体积相差之比＞40%时，对 CTV 体积、CTV

的前后和头脚方向位移的影响较大（P=0.002；P=0.021）、（P=0.034，0.032；P=0.013，

0.001），CTV Dmin 较计划明显降低, CTV 漏照体积明显增加（P=0.004，0.000 ；P=0.001，

0.000）。2、膀胱体积变化（即使计划体积相差≤300 ml 或体积相差之比≤40%时）与其受照剂量

之间，无论是平均剂量还是最大剂量、最小剂量均未见明显差异（P＞0.05）。 

结论  膀胱的充盈变化在 300 ml 以内或 40%以下时，对靶区的剂量影响不大；当膀胱体积增加或

减少＞300 

ml 或体积变化 40%以上时，对靶区剂量影响明显，较小充盈可以降低膀胱受照剂量，建议放疗期

间控制膀胱充盈变化在 300ml 或 40%以内。 

 
 
PF-028 

宫颈癌放疗盆腔淋巴结推量方式的剂量学研究 

 
袁维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本研究探索在宫颈癌盆腔淋巴结加量时，调强同步推量（SMART）、调强+三维适形

（IMRT1+3D-CRT）后程推量以及调强+调强（IMRT1+IMRT2）后程推量三种计划的剂量学差异，

为宫颈癌治疗计划选择提供参考。 

方法  随机选取 20 例我科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宫颈癌并伴有盆腔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为研究

对象，分别设计调强同步推量计划和后程加量计划。调强同步推量组（SMART）：全盆腔

(PTV1)：50Gy/25F,盆腔淋巴结(PGTV)推量至 60Gy/25F；后程加量组：第一组

（IMRT1+IMRT2）：全盆腔调强照射 50Gy/25F,后程调强补量照射 10Gy/5F;第二组（IMRT1+3D-

CRT）：全盆腔调强照射 50Gy/25F,后程三维适形补量照射 10Gy/5F；分别比较三组治疗计划靶区

剂量学及膀胱，直肠，股骨头 V20，V30，V40，V50的剂量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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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宫颈癌盆腔淋巴结调强同步推量组治疗总时间显著短于后程加量组，具有统计学意义

（P<0.5）；靶区剂量学方面，三者盆腔淋巴结区域(PGTV)平均剂量（Mean）相差不大，无统计

学差异，SMART 的适形度优于 IMRT1+IMRT2，IMRT1+IMRT2的适形度优于 IMRT1+3D-CRT 组；

危及器官方面，膀胱，直肠，股骨头的 V40,V50：SMART< IMRT1+3D-CRT < IMRT1+IMRT2组，

V20，V30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在宫颈癌放疗盆腔淋巴结推量计划中，调强同步推量计划优于后程加量计划；在后程加量计

划中，三维适形加量计划在膀胱，直肠，股骨头高剂量区保护方面优于调强加量计划。 

 
 
PF-029 

老年 I 期子宫内膜癌患者术后放疗最佳模式的探讨----基于

SEER 数据库的大样本回顾性分析 

 
范铭 杨家林 王捷 王冀川 潘黎 马家宝 樊林 孙磊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研究目的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在发达国家及我国部分发达地区，子宫内

膜癌发病率已经超过宫颈癌，成为了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由于缺乏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

试验的数据，关于子宫内膜癌患者术后辅助放疗的最佳模式一直存在争议。其中，对于 I 期子宫内

膜癌术后的老年患者，由于具有高危因素（年龄>60 岁），术后推荐进行阴道近距离放疗和/或盆腔

放疗。本研究旨在评估老年患者最佳的术后放疗模式。 

方法  回顾性连续纳入 2007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 SEER 数据库中诊断为

I 期子宫内膜癌并接受根治性手术及术后放射治疗的患者，筛选出其中年龄大于等于 65 岁并且有完

整资料的患者。根据患者术后放射治疗模式分为盆腔外照射±近距离治疗和单纯近距离治疗两组，

并将患者分为低危（IA 期，高分化），中低危（IA 期，低-中分化），中危（IB 期，中-高分化），

中高危（IB 期，低分化）四个亚组。采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Cox 回归模型被用于多

因素分析。 

结果  2280 例符合研究要求的患者被纳入分析，其中 839 例患者接受了盆腔外照射±近距离治疗，

1441 例患者接受单纯近距离治疗。经过中位随访时间 33 个月（范围：1-83 个月）后，163 例患者

死亡（盆腔外照射±近距离治疗组 93 例，单纯近距离治疗组 70 例），3 年总生存率在盆腔外照射±

近距离治疗组和单纯近距离治疗组中分别为 88.9%和 94.9%。亚组分析提示对于低危（IA 期，高

分化），中危（IB 期，中-高分化），中高危（IB 期，低分化）老年患者，接受盆腔外照射±近距

离治疗或单纯近距离治疗对于总生存并没有显著影响（p=0.27, 0.06,0.29），但对于中低危（IA

期，低-中分化）患者，单纯近距离治疗生存率优于盆腔外照射±近距离治疗（p=0.00）。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提示放疗模式、分化程度是影响总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HR=1.87,95%CI 1.37-

2.57，p=0.00;HR=0.28，95%CI 0.16-0.51，p=0.00）。 

结论 对于老年 I 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在接受根治性手术之后，单纯近距离治疗与盆腔外照射±近距

离治疗疗效相似，对于中低危（IA 期，低-中分化）患者，单纯近距离治疗甚至优于盆腔外照射±近

距离治疗。因此，对于老年患者，单纯近距离治疗由于毒性低、治疗周期短，可能是最佳的术后放

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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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30 

小牛血清去蛋白提取物保留灌肠防治放射性直肠炎的临床观察 

 
孙磊 杨家林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小牛血清去蛋白提取物保留灌肠对放射性直肠炎的防治作用,寻找能够有效防治放射性黏

膜损伤的理想药物。 

方法  将Ⅱ、Ⅲ期直肠癌患者 56 例随机分成两组,每组 28 人,一组为试验组(放疗+小牛血清去蛋白

提取物+地塞米松+碳酸氢钠溶液保留灌肠),另一组为对照组(放疗+地塞米松+碳酸氢钠溶液保留灌

肠),观察小牛血清去蛋白提取物对于急性放射性直肠炎的防治作用和治疗前后的变化。 

结果  在疗程内,试验组能显著延长首次直肠临床症状的发生,发生时间分别为(9.6±2.5)d 和

(15.2±2.1)d(P<0.05);放疗结束后,试验组以 1 级和 2 级急性直肠炎为主,且仅出现 3 级直肠炎 1 例,两

组均未发生 4 级直肠炎，而对照组的 3 级直肠炎发生率要显著高于试验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小牛血清去蛋白提取物保留灌肠能减轻放疗所致的直肠黏膜损伤,推迟直肠黏膜炎症的发生时

间。 

 
 
PF-031 

诱导化疗+恩度联合放化疗治疗宫颈癌的临床疗效观察 

 
陈珊宇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观察诱导化疗+放化疗联合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恩度)治疗宫颈癌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60 例宫颈癌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 30 例，恩度组 30 例。对照组：采用 6MV/X 直线加

速器线盆腔外放疗+铱后装放疗。诱导化疗一周期;紫杉醇 135 mg/m2,+顺铂 80mg/m2 +同步放疗

及顺铂 80 mg/m2 静脉滴注 1 周期，恩度组：放化疗方法与对照组相同，在放疗开始恩度 75 

mg/m2 持续微量泵泵入 7 天停周期，共 2 周期。  

结果  近期临床疗效：对照组 CR13 例，PR15 例，SD2 例，有效率 93.0%；恩度组 CR16 例，

PR14 例，SD0 例，有效率 100.0%，恩度组的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恩度组 3 年生存率 73.0%(8/30)，对照组 3 年生存率 86.0% (4/30)，恩度组 3 年生存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主要不良反应为全身乏力，食欲减退，大便次数

增多，少数有恶心呕吐，大便下坠感，尿急，尿频。血液学毒性: 参照抗癌药物常见不良反应分级

标准，对照组Ⅰ度骨髓抑制 14 例，Ⅱ度 11 例、Ⅲ度 3 例、Ⅳ度骨髓抑制 2 例；恩度组Ⅰ度骨髓

抑制 17 例，Ⅱ度骨髓抑制 10 例，Ⅲ度 2 例，Ⅳ度骨髓抑制 1 例。统计学无明显差异。  

结论  晚期宫颈癌标准治疗为放疗+同步化疗新辅助化疗可缩小肿瘤，改善症状，减低风险。 恩度

联合放疗可显著抑制肿瘤生长，诱导肿瘤退缩。 恩度改善乏氧增强放疗敏感度，减少放疗反应。

恩度为提高中晚期宫颈癌疗效一个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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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32 

术后中心性复发宫颈癌放化疗联合尼妥珠单抗的疗效分析 

 
陈文力 颜高姝 张伟 王建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分析放疗联合尼妥珠单抗治疗术后中心性复发的宫颈癌疗效。 

方法  2013—2014 年间 21 例宫颈癌术后中心性复发接受了调强放疗集同步化疗为主联合尼妥珠单

抗的患者入研究组，并以相同原则按照性别、年龄、FIGO 分期、放疗技术条件选取同时期放疗未

联合尼妥珠单抗的 30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近期疗效、生存率及急性不良反应并分析预后

影响因素。 

结果  研究组、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90.2%和 86.8%，1 年总生存率 66%和 59%。多因素预后分

析显示病理分型、术前分期、是否联合尼妥珠单抗是总有效率的影响因素。 

结论  与放化疗未联合尼妥珠单抗相比放化疗联合尼妥珠单抗治疗手术后中心性复发的宫颈癌提高

了近期有效率，且不良反应可耐受，但未提高总生存率。 

 
 
PF-033 

超声膀胱测容仪在宫颈癌调强放疗中的作用 

 
杨丁懿 罗焕丽 万跃 周宪 靳富 王颖 吴永忠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400030 

 

目的  研究在宫颈癌调强放疗中使用超声膀胱测容仪对治疗的影响。 

方法  入选 24 例不能手术的宫颈鳞癌患者，按照指定方法憋尿后行适形调强放疗，根据是否使用便

携式超声膀胱测容仪监测膀胱体积，分为控制组（13 例）和生物反馈组（11 例）。共行 CBCT 在

线校正治疗体位 227 次。在计划 CT 和 CBCT 图像上勾画膀胱、直肠及 GTV，对比观察其位置的

变化，分析对治疗的影响。 

结果 （1）便携式超声膀胱测容仪测得的膀胱体积与 CT 及 CBCT 计算的膀胱体积有很强的相关性

（R=0.93，P<0.05）；（2）整个放疗疗程中，生物反馈组膀胱体积变化更大，控制组与生物反馈

组膀胱体积的变化程度有统计学意义（P<0.05）；（3）膀胱体积变化的程度不同，可使靶区产生

不同的位移，其中头脚方向的位移最大，控制组平均为 6.4mm，而生物反馈组为 11.1mm，且膀胱

体积变化和靶区几何中心的头脚方向位移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R=0.83,P<0.05)；（4）控制组膀

胱受照射剂量明显低于生物反馈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直肠受照射剂量在两组间

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超声膀胱测容仪应用于宫颈癌的调强放疗中可以较好的控制膀胱体积，减少靶区移动度，使

膀胱受照射剂量减少，对盆腔正常组织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可使患者受益。 

 
 
PF-034 

医用射线防护喷剂预防宫颈癌放射性阴道炎的疗效观察 

 
周霞 朱丽晶 丁慧 闫婧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探讨宫颈癌患者外照射结束后加后装治疗前、后装治疗中及后装治疗后使用医用射线防护喷

剂喷洒阴道壁预防急性放射性阴道炎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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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随机选取从 2013 年 11 月~2015 年 3 月年期间 142 例宫颈癌后装治疗患者，按开始治疗先后

顺序奇数为观察组 71 例、偶数为对照组 71 例，均采用三维适形调强放疗外照射 46Gy/23 次或

50Gy/25 次，外照射结束后行后装腔内照射 30Gy/6 次。观察的时间点分别为：盆腔外照射后加后

装内照射前、后装内照射中（15Gy）和后装内照射后（30Gy）的阴道黏膜损伤情况。对照组：在

外照射和后装治疗期间每天进行阴道冲洗（使用高锰酸钾+500ml 生理盐水混合液）；观察组：在

相同阴道冲洗的基础上每天使用医用射线防护喷剂喷洒阴道内壁和后装治疗后加喷此品到阴道内

壁，两组患者阴道黏膜损伤程度在前三个时间点进行观察评估。 

结果  在外照射剂量达到 46~50Gy 时两组阴道黏膜反应程度差异无显著性变化；在后装内照射剂量

达到到 15Gy 时，对照组和观察组发生 I-II 级放射性阴道黏膜反应的例数分别是 16(22.5%)例和

14(19.7%)例。后装内照射剂量达到（30Gy）时，观察组发生Ⅲ级放射性阴道黏膜反应的例数明显

低于对照组,分别是 1(1.4%)例和 6(8.45)例。 

结论  宫颈癌根治性放疗后装治疗中使用医用射线防护喷剂喷洒阴道能减轻损粘膜损伤，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保障患者顺利完成放射治疗。 

 
 
PF-035 

Concurrent paclitaxel/cisplatin chemoradiotherapy with 

or without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in high-risk 

early-stage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following radical 

hysterectomy: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 phase III 

randomized Study  

 
Li Lili,Jin Xiance,Congying Xie 

the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00 
 

A phase III randomized study on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with 
paclitaxel plus cisplatin following radical hysterectomy and 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CRT) in 
the treatment of high risk early-stage cervical cancer were reported.  
Methods  146 eligible patients were randomized to arm A receiving concurrent CRT or arm B 
receiving CRT plus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respectively.  
Results  An interim analysis showed a trend of improvement on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in arm B with hazard ratios (HR) of 1.25 (95% CI=0.60–2.60, p=0.55) and 
1.43 (95% CI=0.64–3.20, p=0.38) for DFS and OS, respectively. The 3-year DFS and OS were 
82.0% vs.74.3%, and 86.6% vs. 78.3% for patients receiving CRT plus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and CRT alone, respectively.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arms in distant alone recurrence (p=0.048). Multivariat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pathologic type 
was a significa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OS (p = 0.045), positive pelvic node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both OS ( p=0.02) and DFS (P=0.03). Grade 2 to 4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p=0.95), radiation enteritis (P=0.48), radiation cystitis (p＝0.27) and radioepidermitis (p=0.46) 

were similar in the two arms. Overall rates of grade 0-2/3–4 myelosuppression were 
87.7%/12.3% for arm A and 74.6%/25.4% for arm B, respectively, but this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concurrent CRT plus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may play a potential role in 
further improving survival outcomes for high-risk early stage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compared 
CRT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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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36 

不同最小子野面积对宫颈癌放疗计划的影响（Impact of 

different minimum segment area on treatment plans in 

cervical cancer） 

 
冯淑娟 杨文龙 王豪鑫 申晓辉 陈少庭 朱亚杰 

登封市人民医院 452740 

 

目的  宫颈癌调强放疗计划中设计两种最小子野面积，在靶区、危及器官达到要求情况下，比较计

划相关参数。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3 月-2016 年 6 月宫颈癌患者 27 例，调强放疗计划（IMRT），在医科达

XIO5.0 放疗计划系统（TPS）上对同一患者的 IMRT 计划分别按照最小子野面积 4 ㎝ 2、8 ㎝ 2 进

行优化。Plan1 为最小子野是 4 ㎝ 2 的调强计划，Plan2 为最小子野是 8 ㎝ 2 的调强计划。对靶区

和危及器官受量等参数进行比较。 

结果  在靶区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Plan2 比 Plan1 危及器官受量在正常限量范围内无明显变化，

且计划的总子野数、总跳数、总治疗时间减少明显。 

结论  宫颈癌患者调强放疗计划时可以提高最小子野面积到 8 ㎝ 2。 

 
 
PF-037 

恩度联合同步放化疗不同时序治疗局部中晚期宫颈癌的 

近期疗效观察 

 
徐幸幸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目的  观察恩度联合同步放化疗不同时序治疗局部中晚期宫颈癌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40 例局部中晚期宫颈癌患者随机分为 4 组，对照组 10 例，恩度前组 10 例，恩度中组 10

例，恩度后组 10 例。对照组：采用 6MV-X 线调强放疗，DT=4600cGy/23f，5f/w，1f/d，顺铂

30mg/m2 静脉滴注，1 次/周，共 5 周。恩度前组：先给予恩度 7.5mg/m2 d1-14，后行放化疗。恩

度中组：行放化疗的第 8 天给与恩度 7.5mg/m2 d1-14。恩度后组：现行放化疗，后给与恩度 

7.5mg/m2 d1-14。 

结果  近期临床疗效：对照组 CR3 例，PR4 例，SD3 例，有效率 70%；恩度前组 CR4 例，PR4

例，SD2 例，有效率 80%；恩度中组 CR6 例，PR3 例，SD1 例，有效率 90%，恩度后组 CR5

例，PR4 例，SD1 例，有效率 90%。联合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恩度

中组、恩度后组有效率明显高于恩度组前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恩度中组和恩度后组有效率差

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结论  恩度联合同步放化疗可明显提高局部中晚期宫颈癌的疗效，在放化疗中给予恩度和在放化疗

后给予恩度疗效高于先给予恩度后行放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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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38 

Phase III Randomized Trial of Comparing 

Chemoradiotherapy vs. Radiotherapy Alone in Lymph Node 

Negative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Cervical Cancer 

Following Radical Hysterectomy 

 
Xie Congying,Jin Xiance,Li Lili 

the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00 
 

The hypothesis is that concurrent paclitaxel/cisplatin chemoradiotherapy are more effective than 
radiotherapy 
alone in treating early-stage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ith negative lymph nodes after radical 
hysterectomy 
Purpose  Chemotherapy concurrent with radiotherapy has become the standard treatment for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ith high risk  factors. However, the treatment modality in patients with 
low-risk is still disputabl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concurrent 
paclitaxel/cisplatin chemoradiotherapy are more effective than radiotherapy alone in treating 
early-stage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ith negative lymph nodes after radical hysterectomy. 
Patients and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11 and November 2014, 165 eligible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ith stage IA2 to IIB and negative lymph nodes were enrolled, randomized to 
chemoradiotherapy (CRT) (80 patients) and radiotherapy (RT) (85 patients), respectively. A RT 
dose of 46-50 Gy was administered in 23-25 fractions with two or four-field box technique. 
Chemotherapy consisted of paclitaxel 135 mg/m2 d1 and cisplatin 25mg/m2 d1-3 intravenously 
every 4 weeks with radiation. 
Results   The hazard ratios (HR)  for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in the 
CRT arm versus the RT alone arm were 0.84 (95% CI = 0.36–1.93, p = 0.67) and 0.61 (95% CI = 
0.20–1.86, p =0.38), respectively. The 5-year DFS and OS for CRT and RT alone groups were 
85.9% vs. 83.5%, and 92.6% vs. 88.4%, respectively. For subgroup analysis, CR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5-year DFS and OS for patients tumor sizes ≥3 cc (HR 0.23; 95% CI 0.05–1.0 and 
HR 0.21; 95% CI 0.04–0.99, for DFS and OS, respectively). For patients with 
negative lymphovascular invasion, CRT increased 5-year DFS (HR 0.21; 95% CI 0.04–
0.99). Multivariat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umor size was a significant prognostic factor 
associated with both DFS and OS, and age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OS. Grade 2 to 4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radiation enteritis, radiation cystitis and myelosuppression were more 
frequent side effects observed in the CRT arm. Grade 3 and 4 toxicities were rare and 
manageable overall.  
Conclusion  CRT with cisplatin and paclitaxel achieved better DFS and OS in early-stage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after radical hysterectomy with negative lymph nodes compared with RT 
alone, along with a higher rates of acute grade 2–4 complications.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might enhance radiosensitizing effect to improve survival outcome for patients with large tumor 
size. Grade 3 and 4 toxicities were infrequent and tolerable over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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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39 

IIB 期宫颈癌三维近距离治疗 HR-CTV 体积与 A 点剂量关系探讨 

 
林霞 路双臣 刘忠山 郭杰 邱玲 李云峰 任晓俊 王铁君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目的  比较 IIB 期宫颈癌患者三维近距离组织间插植治疗 HR-CTV 体积与 A 点剂量之间的关系，为

临床剂量参考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 IIB 期宫颈癌患者 76 例，均在 CT 引导下行组织间插植治疗，处方剂量为 6 Gy/次，根

据欧洲放射肿瘤学会（ESTRO）提出的靶区勾画原则，结合查体及体外照射后 MRI 检查情况，在

CT 图像上勾画 HR-CTV、直肠、膀胱及乙状结肠。行 IPSA 或等剂量线手动优化，治疗计划均已

以 HR-CTV D90 达到处方剂量为准，同时保证直肠、膀胱及乙状结肠低于限制剂量(直肠、乙状结

肠 D2cc<4.2 

Gy ，膀胱 D2cc<5.3 Gy)，并标注剂量参考点 A 点位置，记录 A 点剂量，评价 A 点剂量与 HR-

CTV 体积之间的关系。 

结果  76 例患者 HR-CTV 体积范围在 46.2~92.6 

cm3 之间，平均体积为 64.7 cm3，HR-CTV D90 在 6.04~7.82 Gy 之间；将患者根据 HR-CTV 体

积大小分为小于 60 cm3（A 组，28 例）、60~80 cm3（B 组，31 例）、大于 80cm3（C 组，17

例）三组， 结果发现 A 组患者 A 点平均剂量为 4.35±1.83 Gy，其中 A 点剂量大于处方剂量 6 Gy

的有 4 例，占该组的 14.3%；B 组患者 A 点平均剂量为 6.16±2.05 Gy，其中 A 点剂量大于处方剂

量的有 10 例，占该组的 32.2%；C 组患者 A 点平均剂量为 7.88±2.63 Gy，其中 A 点剂量大于处方

剂量的有 11 例，占该组的 64.7%。 

结论   IIB 期宫颈癌患者三维近距离组织间插植治疗，随着 HR-CTV 体积的增加，A 点剂量逐渐变

大，且 A 点达到处方剂量的患者比例也在增加；采用 A 点归一的二维治疗方式有一定局限性。 

 
 
PF-040 

贝伐珠单抗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宫颈癌的研究 

 
王俊超 李涛 李厨荣 王奇峰 吕家华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局部晚期子宫颈癌患者 IMRT+同步化疗（对照组）和 IMRT+同步化疗联合贝伐珠单抗（观察

组）的疗效、 预后和毒副反应，分析调强放射治疗联合化疗治疗晚期子宫颈癌的疗效和毒副反

应。 

方法  我院首次治疗的ⅡB～ⅢB 期晚期子宫颈癌患者 78 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年龄最小 26

岁，最大 73 岁，中位年龄 48.5 岁。鳞状细胞癌 50 例、腺癌 21 例、腺鳞癌 7 例，ⅡB 期 11 例，

ⅢA 期 22 例，ⅢB 期 45 例，其中盆腔淋巴结转移 40 例，腹主动脉淋巴结转移 15 例，腹主动脉旁

淋巴结转移伴盆腔淋巴结转移 23 例。放疗采用 IGRT+三维后装治疗，化疗方案为同步单药顺铂化

疗。贝伐珠单抗用法为 7.5mg/Kg，q21d。观察组采用放疗+化疗+贝伐珠单抗。观察组采用放疗+

化疗。观察两组患者的近期有效率、近期不良反应、1、2、3 年生存率、PFS。 

结果  治疗结束 4 周后评估 近期疗效: 对照组（38 例）近期完全缓解 71.1％(27/38)，部分缓解

18.4％(7/38)，稳定 7.9％(3/38)，进展 2.6％(1 /38)，有效率 89.4％(34/38)，观察组（40 例）近期

完全缓解 77.5％(31/40)，部分缓解 20.0％(8/40)，稳定 2.5％(1/40)，进展 0％(0 /40)，有效率

95％(38/40)，两组的近期疗效比较有统计学差异。对照组患者 1、2、3 年生存率分别为 84.20％

(32/38)、68.4％(26/38)、57.9％(22/38)， 

观察组 1、 2、3 年生存率分别为 87.5％(35/40)、70.0％(28/40)、62.％(25/40), 两组的生存率未见

有统计学差异 ；对照组患者 1、2、3 年 PFS 分别为 86.8％(33/38)、73.7％(28/38)、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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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8)，观察组 1、 2、3 年 PFS 分别为 97.5％(39/40)、87.5％(35/40)、75.0％(30/40)。两组有

统计学差异。两组近期不良反应比较，血液系统毒性反应、急性上消化道反应、急性下消化道反

应、急性生殖泌尿系统反应、出血两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后期放射损伤比较，小肠、大肠、膀胱

迟发性放疗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贝伐珠单抗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宫颈癌提高了患者 PFS 和近期疗效，毒副反应可以

耐受。 

 
 
PF-041 

Pelvic insufficiency fracture after IMRT for 

gynaecologic cancer 

 
Xu Haoping

1,2
,Bazire Louis

2
,De La Rochefordièrea Anne

2
,Kirova Youlia

2,1
 

1.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Institut Curie Paris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incidenc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factors of post radiation pelvic insufficiency fracture (PIF) after intensity-modulating 
radiotherapy (IMRT) in patients with gynaecologic cancer. 
Methods  We performed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112 patients with endometrial or cervical 
cancer who received pelvic IMRT at our institution during 2007-2013. All patient underwent 
clinical evaluation, computed tomography (CT) scan an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ry. 
Results  Six of 112 patients (5.4%) developed PIF at a median time of 28 months (range, 12-52 
months). Three patients (50%) had uterine cancer and three (50%) had cervical cancer. All 112 
patients received a median dose of 45 Gray (Gy) (range, 36-60 Gy). The median age of the 
patients with PIF was 69 years (range, 57-76 years) (all of them were postmenopausal) and the 
median body mass index (BMI) was 24.2 (range, 18.3-38.7). There was prior use of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HRT) in 2 patients (33%) and 3 (50%) received adjuvant chemotherapy.   
Conclusion Post radiation PIFs were detected in 5.4% after IMRT for gynaecologic cancer. We 
should consider dosimetry study, especially dose/volume relationship. 
 
 
PF-042 

小靶区调强放疗治疗宫颈癌的临床疗效分析 

 
程惠华 骆华春 傅志超 廖绍光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分析小靶区调强放疗治疗宫颈癌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72 例 2004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2 年行子宫切除术后且具有术后高危因素、行

术后辅助放疗的宫颈癌患者。其中 267 例放疗靶区包括宫颈、上 1/2 阴道（阴道浸润达下 1/3，进

行全阴道照射）、宫旁、闭孔、髂内、髂外、髂总淋巴结（大野）；105 例放疗靶区包括宫旁组织

和如髂外淋巴结、髂内淋巴结（小野）。临床观察指标包括总生存率、无生化复发率、无疾病复发

生存、无远处转移时间、放疗急性和慢性损伤等，COX 回归模型评价危险因素。   

结果  所有患者均能按计划完成放疗计划，小野靶区组在骨髓抑制、肠道损伤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大

野靶区组。5 年随访率为分别为 89%和 91.0%，总生存率、无疾病进展生存率、无生化复发率和无

远处转移率分别为 82.1% V.S 84.6%、79.4% V.S 76.2%、84.6% V.S 87.2%和 94.9% V.S 91.1%,

生存率二者无统计学意义。小野靶区组和大野靶区组的肿瘤体积分别为 274.21±92.64cm3 和
600.68±1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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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3，二者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年龄、间质浸润深度、ECOG 评分、肿瘤大小是患者

死亡风险和疾病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小野靶区的宫颈癌术后外照射可在保证生存获益的前提下，减轻放疗的急性和慢性损伤，同

时能够保护患者的造血功能。 

 
 
PF-043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combined with 125I seed 

implantation in non-central recurrence of cervical 

cancer: one case and literature review 

 
Feng Hu,Hu Yuanyuan,Jin Peng 

The Second Hospital，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41， China. 130041 

 

Background  Recurrent cervical cancer is clinically complex and tough. Its treatment methods 
are various, but the overall effect is poor. External beam radiation therapy of pelvic lymph 
drainage area in combination with intracavitary afterloading or interstitial implantation of high-risk 
clinical target is currently used radiation methods. 125I seed implantation technique used in 
recurrent cervical cancer was rarely reported.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adverse reactions have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evaluated yet.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report one such case, which was 
successfully treated with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combined with 125I seed 
implantation. 
Casedescription  One 47-year old female patient was initially diagnosed cervical cancer FIGO 
stage IB1, and received radical hysterectomy, left lateral adnexectomy and pelvic lymph node 
dissection. Twenty three months later, vaginal microscope showed vaginal invasion and one 
solitary lump in vaginal stump (maximum diameter 38 mm). Thus, this patient was diagnosed 
recurrent cervical cancer, and was treated with six cycles of chemotherapy (docetaxel plus 
nedaplatin), and radiotherapy of IMRT and interstitial 125I seed implantation. Until this manuscript 
is submitted, the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is up to 33 months and long-term adverse reactions 
are acceptable. 
Conclusion Interstitial 125I seed implantation not only can be used as a complementary 
treatment for recurrent cervical cancer, also may h ve the potential for use as one of the reliable 
means forcomprehensive treatment in primary cervical cancers.  
 
 
PF-044 

同步推量调强放疗联合化疗治疗局部中晚期宫颈癌的临床 

疗效观察 

 
刘瑛 王奕鸣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10630 

 

目的  观察同步推量调强放疗联合化疗治疗局部中晚期宫颈癌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治疗的中晚期宫颈癌患者 92

例，进行回顾性分析。观察组患者 68 例接受同步推量调强放疗联合紫杉醇脂质体加洛铂同步放化

疗，对照组患者 24 例行三维适形放疗联合紫杉醇脂质体加洛铂同步放化疗。对比两组的临床疗效

及安全性。 

结果  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85.29％，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 58.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2）。观察组宫颈癌患者中位生存期为 31 个月，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25 个月。观察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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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骨髓抑制发生率及程度轻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41）。观察组患者胃肠道反应

发生率及程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 =0.704）。观察组患者放射性直肠炎和膀胱

炎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001 及 0.018）， 

结论  同步推量调强放疗联合化疗治疗局部中晚期宫颈癌临床疗效显著，患者耐受性好，不良反应

程度轻微，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F-045 

Ⅰb、Ⅱa 期宫颈癌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分析 

 
卢俊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目的  随着现代医学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早期宫颈癌患者通过各种方式检测出来。手术和放疗对早

期宫颈癌实施有效的诊疗，已经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但仍有部分患者在疾病的不同阶段出现肿

瘤复发，因此，探索患者术后复发的原因及相关因素十分重要，对于术后患者的个体化综合治疗有

指导性的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97 例在 2010 年 1 月到 2013 年 1 月于我院就诊的早期宫颈癌Ⅰb、Ⅱa 期患者，

所有患者均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加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术后完善病理诊断。术后全部放疗，采用体

外盆腔三维适形放疗联合腔内照射。其中 45 例患者放疗同时行同步顺铂化疗，其余 52 例患者行单

纯放疗。从手术结束后开始随访 3 年，97 例病例中有 33 例出现复发，64 例未出现复发，探讨患

者术后复发与临床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 

结果  早期宫颈癌术后复发的单因素分析中，临床分期、病理类型、阴道切缘情况、有无脉管癌

栓、是否淋巴结转移、间质浸润深度、放疗期间是否同步化疗与术后复发的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复发的多因素分析中阴道切缘是否阳性、淋巴结是否转移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发在盆腔复发占复发总数的 75.8%，其中阴道残端复发占 33.3%，发生远处转移占

39.4%。 

结论  本研究表明分期、病理类型、阴道切缘情况、有无脉管癌栓、淋巴结是否转移、间质浸润深

度、是否同步化疗等因素与宫颈癌术后复发相关。其中阴道切缘情况、淋巴结是否转移是术后复发

的独立影响因素。盆腔是复发的主要部位，阴道残端复发是盆腔局部复发的主要类型。  

 
 
PF-046 

CT 引导的三维后装放疗联联合三维适形放疗对局部中晚期宫颈

癌患者的临床评价 

 
徐晓婷 李莉 龚唯 王利利 徐玥靓 马辰莺 王浥霏 秦颂兵 周菊英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观察 CT 引导下三维后装治疗联合三维适形放疗宫颈癌患者的疗效及副反应情况。 

方法  选取 2013 年 8 月至 2015 年 12 月于我科收治的 97 例Ⅱa 期-IV 期初治宫颈鳞癌患者资料，

其中年龄 24-79 岁（中位年龄 53 岁）。放疗均采用以 CT 引导为基础的三维适形放疗和三维 192Ir

高剂量率后装照射技术。每例患者接受三维适形放疗照射原发宫颈肿瘤灶和盆腔淋巴引流区，

45Gy/25F，宫旁及盆腔淋巴结转移灶局部加量 5-15Gy/3-7F；联合 3-6 次 CT 引导下的三维后装放

疗，单次 HR-CTV 给予 500-600 cGy 处方剂量。分析内外照射的 HR-CTV D90 和膀胱、直肠、乙

状结肠 D0.1cc、D2cc，采用 EQD2 进行剂量计算。按照 RTOG/EORTC 放射反应评分标准、

RECIST 1.1 评价标准分析放射反应和近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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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随访中位时间为 18 个月，随访率为 100%。全组患者放疗结束后 3 个月的局部有效率

（CR+PR）为 96.9%，6 个月的局部有效率为 95.9%，1 年的局部有效率为 94.8%；1 年总生存率

为 95.8%，2 年总生存率为 94.5%；1 年无进展生存率为 94.8%，2 年无进展生存率为 93.7%。肿

瘤低分化与中高分化患者的总生存率分别为 72.5%和 93.2%（χ2=5.56，P=0.018），局部治疗有

效（CR+PR）与局部治疗无效（SD+PD）患者的总生存率分别为 94.2%和 50.0%（χ2=27.21，

P=0.000）。RTOG 分级急性胃肠道反应 1、2 级发生率分别为 15.5%（15/97）、12.3%

（12/97），RTOG 急性胃肠道反应分级与宫颈有效受照剂量相关（P=0.001）；RTOG 分级晚期

下消化道副反应 3 级+4 级发生率为 1.03%（1/97），患者表现为阴道直肠瘘，该患者既往有结缔

组织病史，长期口服激素，已行横结肠造瘘术。 

结论  以 CT 引导的三维后装治疗联合三维适形放疗对初治的局部中晚期宫颈癌患者疗效较好，并

能降低晚期严重副反应的发生概率。有结缔组织病史的宫颈癌患者在接受外照射联合后装放疗需在

保证局部肿瘤控制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周围正常组织高剂量照射的体积，以减轻毒副反应，提高生

活质量。 

 
 
PF-047 

宫颈癌术后调强放疗的血液学毒性与骨盆低剂量区 照射体积的

相关性研究 

 
张纬建

1,2,3
 何清

1
 张绍斌

1
 郭飞宝

1,2,3
 洪金省

1,2,3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放射生物福建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3.福建省肿瘤个体化主动免疫治疗重点实验室 

 

目的  分析宫颈癌术后调强放疗造成的血液学毒性与骨盆低剂量区照射体积的相关性，探讨调强放

疗骨盆低剂量区照射剂量限制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9 月至 2015 年 10 月，具有术后不良因素的 FIGO 分期为Ⅰb-Ⅱb 期宫颈

癌调强放疗的患者 125 例。收集首次放疗前、放疗期间及放疗后 3 个月内 WBC、NEU、LEU、

HB、PLT 最低值，应用剂量体积直方图（DVH)获得调强放疗骨盆低剂量区 V5、V10、V20 的受照

剂量。根据放射治疗肿瘤学组织(Radiation Therapy 

Oncology Group，RTOG)分级标准，评价血液学毒性反应。采用二元 logistics 回归模型及 ROC

曲线，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V10、V20 是发生 2 级以上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减少的独立影响因素(V10：P=0.008 和

P=0.002；V20：P=0.024 和 P=0.019;)；其中 V10 又是 3 级以上淋巴细胞减少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1)。当 V10>81.61%、V20>65.42%和 V10>83.07%、V20>68.46%时，可分别导致 2 级以

上白细胞减少(V10：P<0.01；V20:P<0.01)及 2 级以上中性粒细胞减少(V10：P<0.01；

V20:P<0.01)；当 V10>80.0.0%更可能发生 3 级以上淋巴细胞减少(P<0.01)。 

结论  宫颈癌术后行调强放疗的患者，限制骨盆低剂量区 V10、V20 的照射体积，对降低血液学毒

性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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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48 

不同放疗技术对早期宫颈癌的预后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张纬建

1
 何清

1
 邹喜

1
 郭飞宝

1
 洪金省

1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疗科 

2.放射生物福建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3.福建省肿瘤个体化主动免疫治疗重点实验室 

 

目的  回顾性分析早期宫颈癌术后患者行调强放疗(IMRT)和三维适形放疗（3D-CRT）的预后及生

存质量情况，探讨 IMRT 能否提高早期宫颈癌术后患者的治疗增益比。   

方法  收集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为 IB-IIA 期具有不良预后因素的宫颈癌术后患者 148 例的

临床资料。其中 IMRT 组 100 例，3D-CRT 组 48 例。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各种影响

预后因素；Kaplan-Meier 法计算总生存率及无复发生存率；非参数-秩和检验、卡方检验和成组 t

检验比较 2 组患者生存质量情况。   

结果  IMRT 组与 3D-CRT 组 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85%和 68%(P=0.005，P=0.012)；3 年无复发生

存率分别为 85%和 70%（P=0.042，P=0.039)。而盆腔淋巴结转移 0,1,2 个及以上的，5 年生存率

分别为 90%,68%,43%（P=0.000，P=0.000)；3 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 83%,71%和 57%

（P=0.003，P=0.013)。IMRT 组在躯体功能、角色功能及 1、3、5 年的总体生存质量评分优于

3D-CRT 组（P<0.05)。   

结论  早期宫颈癌术后患者辅助 IMRT 可降低复发率，提高生存率，且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盆腔

淋巴结转移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 

 
 
PF-049 

宫颈癌术后阴道断端复发调强放射治疗联合插植近距离后装治疗

效果分析 

 
杨文翠 

甘肃省肿瘤医院 730050 

 

目的 分析宫颈癌术后阴道断端复发调强放射治疗联合插植近距离后装治疗的疗效及毒副反应。 

方法  2011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本院收治的 65 例宫颈癌术后阴道断端复发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A 组(37 例)行调强放射治疗联合插植近距离后装治疗。B 组（28 例）行调强放射治疗联合常规

近距离后装治疗，两组放疗期间给予顺铂周疗增敏治疗。比较两组的疗效差异和毒副反应。 

结果  随访时间为 12-45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 27 个月，随访率 100%。A 组完全有效率 CR +部分

有效率 PR 89.19%（33/37），B 组完全有效率 CR +部分有效率 PR 64.29%（18/28）。两组近期

疗效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χ2= 5. 849，P = 0. 016)。1、2、3 年局控率，A 组分别为 86. 2% 、73. 

7% 、43. 7% ，B 组分别为 77. 7% 、59. 6% 、11. 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4. 575，P = 

0.032) 。1、2、3 年生存率，A 组分别为 88. 5% 、75. 4% 、47. 6% ，B 组分别为 78. 2% 、60. 

0% 、23. 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4. 140，P =0. 042) 

。毒副反应：放射性膀胱炎发生率 A、B 两组分别为 10. 8% 、32. 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 

533，P = 0.033)；放射性直肠炎发生率 A、B 两组分别为 13. 5% 、39. 3%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5. 795，P = 0. 012) 

结论  宫颈癌术后阴道断端复发调强放射治疗联合插植近距离后装治疗与体外三维适形放疗联合传

统腔内放射治疗相比有明显优势，具有疗效好、毒副反应轻的特点，患者能耐受。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326 

 

PF-050 

腹腔镜手术与开腹手术联合放疗治疗早期宫颈癌的 

疗效与安全性比较 

 
施璠￼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腹腔镜手术与开腹手术联合术后辅助放疗治疗早期宫颈癌的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纳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 2012.1－2014.12 收治的Ⅰb1- IIa1 期宫颈癌术

后患者共 245 例，其中 63 例采用腹腔镜手术治疗，182 例采用开腹手术治疗，两组患者均行术后

辅助放疗±化疗，盆腔放疗采用三维适形放疗或调强适形放疗，CTV 包括瘤床区＋盆腔淋巴结引流

区（髂总、髂内、髂外、闭孔、腹股沟深淋巴结引流区），PTV＝CTV＋外放 0.5cm，10MV-X

线，95％PTV 剂量 DT50Gy/25f，阴道切缘阳性或肿瘤组织距正常组织距离≤0.5cm 者行高剂量率

后装治疗，粘膜下 0.5cm 处剂量 DT20Gy/4f；化疗根据术后病理情况进行，存在盆腔淋巴结阳性或

者阴道切缘阳性者进行 2－4 周期 TP（紫杉醇 135mg／m2 d1＋顺铂 40mg／m2 d1－3）方案化

疗；治疗后进入随访流程.截至 2016.6，随访时间 18 月－54 月，随访中位时间 36 月，失访 23

例，失访率 9.4％。 

结果  统计结果显示，随访 18 月－54 月两组患者宫颈癌复发率、死亡率和无进展生存率均无显著

性差异，腹腔镜手术＋术后辅助放疗组急性放射性膀胱炎以及急性放射性直肠炎的发生率较开腹手

术＋术后辅助放疗组下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慢性放射性膀胱炎以及慢性放射性直肠炎中两组

间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腹腔镜现已广泛应用于宫颈癌的手术治疗，且多篇文献报道，其较传统的开腹手术出血少、

损伤小、清扫淋巴结更多，但目前尚无关于两种手术方式联合术后放疗的相关报道，本研究的结果

显示腹腔镜手术方式联合术后放疗较传统的开腹手术联合术后放疗在疗效上无明显差异，慢性期放

射性直肠炎以及膀胱炎的发生率两组间无差异，但腹腔镜组较开腹组联合术后辅助放疗降低了急性

放射性直肠炎以及膀胱炎的发生率。 

 
 
PF-051 

XRCC1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预示盆腔肿瘤患者放射性肠炎发生率 

 
吕博 邱健健 郑向鹏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0040 

 

目的  放射治疗在宫颈癌及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治疗方案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多年来，研究者

们致力于研究放射损伤的相关发生因素，发现剂量学因素与放射性损伤的发生率相关，然而在临床

工作中我们观察到即使在相同的剂量学条件下，不同患者对放射损伤的易感性存在明显的个体差

异，提示我们个体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表型在这其中可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希望通过前瞻性检测目

标基因的 SNP 表型，发现其与放射性肠炎的关系，寻找高危放射损伤人群。能进一步指导患者的

个体化治疗。 

方法  收集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1 日间在我院接受宫颈癌根治术后放疗及前列腺癌根治

术后放疗且在放疗前留有外周血标本的患者。收集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如：年龄、性别、现病

史、既往史、家族史、烟酒史、生育史、月经史等等。记录患者放射性直肠炎的发生情况。并对这

部分患者进行每三个月随访。提取外周血白细胞 DNA，对 3 个基因 3 个 SNP 位点

（XRCC1 rs25489；TGF-β1 rs1800469；FEN1 rs4246215）进行检测。运用 Kaplan-Meier 单因

素以及 Cox 多因素统计学分析方法，统计以上基因型对≥2 度急性放射性肠炎发生率和总生存率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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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多因素分析发现 XRCC1 rs25489  GA 型患者的≥2 度放射性肠炎发生率均明显高于 GG 型

（P＜0.05）；但未发现其与总生存率有相关性。其余基因型之间与放射性肠炎发生率及总生存率

均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XRCC1 单核苷酸多态性可预测盆腔肿瘤（宫颈癌及前列腺癌）患者放射性肠炎的发生率，但

与总生存率未见明显相关性。我们将扩大样本量对结果进行进一步检验。 

 
 
PF-052 

螺旋断层放射治疗宫颈癌的临床分析 

 
康晓黎 王颖杰 夏廷毅 

空军总医院 100142 

 

目的 分析螺旋断层放射治疗对宫颈癌患者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 34 例宫颈癌患者，均未行手术治疗，其

中Ⅰ期 1 例，II 期 22 例，Ⅲ期 3 例，IV 期 8 例，均接受螺旋断层放射治疗联合腔内照射，观察患

者临床疗效、生存时间及不良反应。 

结果 全组宫颈癌患者中位生存期为 48 个月，1-3 年的总生存率为 91%，89%，89%；其中Ⅰ期患

者 1-3 年总生存率均为 100%；II 患者 1-3 总生存率分别为 95%，95%，93%；Ⅲ期患者 1-3 总生

存率均为 100%；IV 期患者 1-3 总生存率分别为 75%，37.5%，18.8%。全组患者副反应轻微，出

现Ⅰ度的膀胱直肠急性反应，急性膀胱反应为 0%，急性直肠反应为 2.9%，均未出现≥2 度的膀胱

直肠急性反应。 

结论 螺旋断层放射治疗在宫颈癌各期患者中治疗效果较好，且副反应轻微。 

  
  
PF-053 

膀胱状态对容积弧形调强放疗宫颈癌靶体积、宫颈及体表标记位

移的影响 

 
艾毅钦 郑洁 武鹏飞 叶岚 刘旭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650118 

 

目的 比较膀胱充盈与排空状态下，宫颈癌患者俯卧位行容积弧形调强放射治疗时，计划靶体积

（PTV）、宫颈及体表标记的位移情况。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10 月收治于云南省肿瘤医院的 21 例初治 IIB-IIIB 期宫颈癌患者，

于膀胱充盈及排空状态下行容积弧形调强放射治疗计划设计，比较膀胱不同状态下，PTV 的适形指

数及均匀性指数、D5、D50、D95 的差异及宫颈、PTV、体表标记的位移。 

结果 ①膀胱充盈时体积显著大于排空时(P<0.001)；②膀胱充盈与排空状态下，PTV 的适形指数及

均匀性指数、D5、D50、D95 均无明显差异（P>0.05）；③膀胱充盈较排空状态下，PTV 及宫颈

在 Y 轴方向上位移分别为（0.2 ± 0.38）cm、（0.8 ± 1.06）cm，P <0.05；PTV 及宫颈 X 轴方

向、Z 轴方向，以及体表标记的位移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膀胱充盈较排空状态下，宫颈癌患者俯卧位行根治性容积弧形调强放射治疗时，PTV 及宫颈

在 Y 轴（腹背）方向上产生明显位移，膀胱体积会影响肿瘤靶体积及宫颈的移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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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54 

容积旋转调强技术在宫颈癌放疗中两种不同计划方法的 

剂量学比较 

 
葛彬彬 储开岳 

南通市肿瘤医院 226361 

 

目的  分析、比较容积旋转调强(VMAT)技术在宫颈癌术后放疗中两种不同计划方法的剂量学分布及

周围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为临床治疗技术的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选取 30 例宫颈癌术后盆腔预防放疗患者，均采容积旋转调强(VMAT)技术进行放疗，随机分

为两组，其中 15 例采用单弧技术，每 2 度一个子野，其余 15 例采用双弧技术，每 3 度一个子

野，处方剂量均为 45Gy，共 25 次。比较两组治疗计划的剂量-体积直方图(DVH)、靶区剂量适形

度指数（CI）、均匀性指数（HI）、靶区及危及器官的剂量、机器跳数及治疗时间。 

结果  与单弧计划相比，双弧计划的靶区剂量适形度较高(t=3.13，P<0.05)，均匀性也略高(t=-

4.25，P<0.05)；双弧计划在膀胱、直肠、乙状结肠等危及器官受照剂量方面较单弧计划有明显减

少 (t=2.56、2.34、2.63，P<0.05)；双弧计划机器跳数较单弧计划增加 60%左右，治疗所需时间增

加 80%左右。两组患者肠道、膀胱急性不良反应发生率相近。 

结论  对于宫颈癌术后盆腔预防放疗患者，采用容积旋转调强(VMAT)放疗技术均可达到靶区的剂量

要求，但在保护危及器官方面，双弧计划有着明显的剂量学优势，同样对于计划靶区的适形度及均

匀性双弧也有明显优势，但急性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单弧计划比较未见明显优势，单弧计划机器跳数

与出束时间优于双弧计划 

 
 
PF-055 

沙利度胺治疗盆腔放疗后放射性出血性黏膜炎 

 
何剑莉 马建萍 冯阳阳 白雪红 王嘉琳 

宁夏医科大学总院肿瘤医院 750004 

 

目的 观察沙利度胺治疗盆腔放疗后放射性出血性黏膜炎的疗效  

方法 2008 年 5 月-2016 年 1 月，40 例接受盆腔放射治疗的宫颈癌患者 38 例，子宫内膜癌患者 2

例，年龄 44-70 岁。盆腔放射治疗后 6-60 月出现放射性出血性黏膜炎，其中放射性出血性直肠炎

29 例，直肠指诊指套染血；放射性出血性膀胱炎 9 例，表现为肉眼血尿；直肠、膀胱均出现放射

性出血性黏膜炎 2 例。本组患者经相关检查排除肿瘤原因导致的出血。针对盆腔放疗后放射性出血

性黏膜炎患者首先给予抗炎、止血治疗（致康胶囊、黄葵胶囊、血尿安等），直肠出血量多的患者

加用中药灌肠，膀胱大量出血者冲入大量生理盐水，治疗 4-6 周，没有完全止血患者纳入本组，再

口服沙利度胺 50mg，2 次／日，进行疗效评价。将接受抗炎、止血治疗仍然出血的 40 例患者设为

对照组；这 40 例患者再加沙利度胺设为实验组，采用自体对照研究。 

结果  对照组 40 例 23 例出血量减少，有效率（23/40）57.5%；实验组 40 例 20 例出血量减少，

15 例完全缓解，有效率(35/40)87.5%，P＜0.05。实验组 5 例无效患者中 2 例直肠镜检查结果直肠

炎伴深溃疡形成，另外 3 例放射性出血性膀胱炎。沙利度胺治疗过程中 1 例患者合并高血压出现头

晕。 

结论 沙利度胺治疗盆腔放疗后放射性出血性黏膜炎疗效肯定，特别是治疗放射性出血性直肠炎疗

效更佳，对高血压患者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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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56 

Tomotherapy for postoperative cervical cancer with 

unsatisfied location of transposed ovary: A institution 

experiences 

 
Yan JunFang,Zhang Fu-Quan,Liu Nan,Hu Ke,Hou Xiao-Rong,Shen Jie,Lian Xin,Liu Zhi-Kai,Miao Zheng,Shen 

Jing,Guan Hui,Yang Bo,Liu Xia,Pang Ting-Tia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100730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dosimetry, efficacy and toxicity of tom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cervical cancer and unsatisfied location of transposed ovaries, focusing on ovarian 
dose and function.  
Methods and Materials  From March 2013 to March 2015, 28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cervical cancer were invited to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whose transposed ovarian apexes were all 
lower than 2cm above the iliac crest. Pelvic radiation was delivered by tomotherapy with the dose 
of 45~50.4Gy and vaginal stump brachytherapy was 10Gy/2f, chemotherapy was 
permitted.Ovaries were identified as ―COMPLETE‖ structure during TOMO planning, parameters 
of organs at risk were compared between TOMO and RapidArc. Efficacy, radiation toxicities, 
ovarian and vaginal functions were accessed. 
Results  Ovary Dmin, Dmax, Dmean, D50 of TOMO was lower than RapidArc significantly (all 
p=0.000), but small intestine D40 was higher (p=0.012). Bladder D50, rectum D50 between them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2 patients were recurrence metastasis and died. No G3/4 acute 
and chronic toxicity occurred except 35.7% acute hematologic. Only 3 patients preserved 
ovarian function successfully of FSH<40 IU/L (ovary Dmean: 1.32~4.4Gy), ovarian function might 
be preserved successful by tomotherapy at least Ra≥R4 and Rb≥R10 (distance from closest and 
farthest points of ovary to PTV was 1.2cm and 4cm). KMI≥15 scores was 77.8%. 96.2% patients 
had sexual life, but 37~56% had some discomfortable.  
Conclusion The dose of ovary could be reduced significantly by tomotherapy. But location of 
transposed ovaries by operative is the key to success, this method is only suitable for application 
to unsatisfied location. 
 
 
PF-057 

宫颈癌盆腹腔转移淋巴结同步加量与后程加量放疗的 

临床效果比较 

 
孙春堂 谭燕 王培 李涛 王培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比较宫颈癌调强放疗时盆腹腔转移淋巴结同步加量与后程加量两种淋巴结加量放疗方式的临

床疗效与毒副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及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放疗科 2011 年 3 月-2015 年 3 月间收治的宫颈癌伴盆

腔和/或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患者。将采用淋巴结同步加量(simultaneous 

integrated boost, SIB) 的患者与采用后程加量（Late Course Boost, LCB）患者临床资料及随访资

料进行对比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在临床疗效和放射性毒副反应方面的差别。 

结果  共纳入患者 111 例，SIB 组 54 例，LCB 组 57 例，随访时间 10-57 月。治疗完成时间 45-

97d，中位完成时间 63d。SIB 和 LCB 组外照射和总体放疗完成时间分别为 38.4d VS 49.5d(P＜

0.01)和 54.5d VS 67.4d(P＜0.01)，SIB 组均显著短于 LCB 组。放疗结束时两组淋巴结总体有效率

无显著差异(89.4% VS 87.7%, p＞0.05)；但淋巴结 CR 率在放疗结束时（63% VS 40%,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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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3 个月后（87% VS 70%, p<0.05）SIB 组均较 LCB 组显著提高。SIB 组在远期疗效指标如 3 年

生存率和野内淋巴结复发率均显著优于 LCB 组。在放射性副反应方面，放射性直肠和膀胱炎两组

发病均无显著差异。Ⅳ度骨髓抑制发生率和Ⅲ度以上平均持续时间在 SIB 组均较 LCB 组显著减

少。 

结论  针对宫颈癌盆腹腔转移淋巴结加量放疗的 SIB 放疗方式疗效优于 LCB 放疗方式。SIB 未明显

增加胃肠道及泌尿系急性放射性反应，骨髓保护方面 SIB 方式疗效优于 LCB。 

 
 
PF-058 

预置输尿管双 J 管在宫颈癌放化疗中对泌尿系早期反应的 

影响研究 

 
何剑莉 白雪红 马建萍 冯阳阳 王嘉琳 潘闻燕 

宁夏医科大学总院肿瘤医院 750004 

 

目的 探讨宫颈癌放化疗过程中预置输尿管双 J 管对泌尿系早期反应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 103 例经病理确诊为宫颈癌患者，2 例患者预置

输尿管双 J 管后未手术。其中 33 例宫颈癌患者予以膀胱镜下输尿管逆行插管并留置输尿管双 J 管

至放化疗结束（实验组），70 例宫颈癌根治术患者未预置输尿管双 J 管（对照组），两组于放化

疗前、中、后针对尿常规、尿培养、抗菌素使用、住院时间、放疗泌尿系早期反应及肾盂积水方面

进行比较。 

结果 本组 103 例 33 例预置输尿管双 J 管，占 32.04%；放化疗前、中、后宫颈癌患者实验组与对

照组尿白细胞、尿细菌数、尿培养、抗菌素使用、放疗泌尿系 III 级反应及肾积水等多因素分析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放疗前尿红细胞及泌尿系放疗 I-II 级反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住院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宫颈癌放化疗中预置输尿管双 J 管加重了泌尿系放化疗早期反应，影响了患者的放化疗进

程，延长了患者放化疗住院时间，增加了泌尿系感染机会，提高了抗菌素的使用机会，没有改善肾

盂积水的发生。放化疗前预置输尿管双 J 管弊大于利，建议对于有放疗指证的宫颈癌患者，在完成

腹腔镜手术后，放疗前去除输尿管双 J 管，以减少放疗过程中泌尿系反应，顺利完成放化疗。对于

已经伴有肾盂积水的患者输尿管双 J 管去留需进一步探讨。 

 
 
PF-059 

宫颈癌术后限定骨盆骨髓剂量调强放疗的剂量学研究 

 
厉超 毛铁柱 孙小梅 胡娜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21 

 

目的  探讨宫颈癌术后调强放疗中,限定与非限定骨盆骨髓剂量在靶区剂量学及危及器官保护的差

异。 

方法  对 10 例宫颈癌术后放疗患者分别设计对骨髓进行限量的调强放疗(bone marrow-sparing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BMS-IMRT)与未对骨髓进行限量的调强放疗

(conventional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靶区剂量：50.4Gy/28F，比较两组计划

的靶区剂量适形度、均匀性、肿瘤靶区覆盖率、骨盆受照体积及危机器官受量。 

结果  BMS-IMRT 分别减少了对骨盆 10Gy、20Gy、30Gy、40Gy 剂量的照射体积，P<0.05，具有

统计学意义。BMS-IMRT 和 IMRT 两种治疗计划中肿瘤靶区覆盖率、膀胱 V40、V50 及直肠 V40、

V50、Dmean 的值均相近，P>0.05，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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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与 IMRT 相比，BMS-IMRT 减少了对骨盆的照射剂量，且不增加肿瘤靶区覆盖率及直肠、膀

胱等危及器官的照射剂量。 

 
 
PF-060 

局部晚期宫颈癌 IGRT-ART 同步紫杉醇顺铂化疗与 IMRT 同步顺铂

化疗的对比研究 

 
范子煊 

四川省肿瘤医院.研究所 610041 

 

目的 评价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 EBRTIGRT-ART 联合紫杉醇顺铂同步化疗安全性，并比较 IMRT 联

合顺铂方案化疗的有效性。 

方法 FIGO 分期为 IB2、IIA2、局部肿块大于 4cm 的 IIB/IIIB 及 IVA 期宫颈癌，行根治性放化疗的

患者纳入本研究。符合上述期别患随机分配到实验组（IGRT-ART 联合紫杉醇顺铂同步放化疗组，

紫杉醇 35mg/m
2
+25mg/m

2
,d1,8,15,29,36,43）或对照组（IMRT 联合顺铂同步放化疗组, 40mg/m

2
, 

d1,8,15,29,36,43）。实验组 EBRT 采用 IGRT-ART,在外照射第 15 次评价 MRI 及 CT，并行

ART(REPLAN)；对照组采用单程 IMRT 计划照射，外照射剂量均为 45 Gy/25F，qd,5F/W*5W,如

有阳性淋巴结，均采用 SIB 技术，淋巴结剂量 2.4Gy/F*25F。放疗范围为盆腔±EFRT(≥IIB/腹主动

脉旁 Ln(+))；。两组同步化疗放疗的第 1 1,8,15,29,36,43 天给予。研究主要终点（relapse-free 

survival ，RFS)、（overall survival, OS）和（distant failure，DF）；次要研究终点为局部

（local-regional control ，LC)和毒副反应。  

结果 2012.01.101-2012.12.31，该研究可评价总 78 例，实验组 37 例，对照组 41 例。实验组两程

计划与对照组单程计划比较：骨髓腔 V30 p﹤0.05；膀胱 D10/D05、直肠 D10/D05、小肠

V15/V30、小肠 V55 有统计学意义。 

4 年 OS（81.1% vs.75.6% p=0.014)；RFS（75.7% vs.68.3% p=0.035)。

DF(5.4%vs.7.3%p=0.048);LC (94.6%vs.92.7% p=0.17）；3-4 度骨髓抑制、呕吐、腹泻、腹疼发

生率相近。 

结论 LACC IGRT-ART 能更好保护骨髓，降低 EBRT 膀胱、直肠、小肠的高剂量受照体积；ART

联合 TP 化疗与 IMRT 联合顺铂比较，耐受相近，各系急性反应无差异；远期 LC 无差别，IGRT-

ART 联合 TP 同步化疗组 4 年 OS、DFS 优于对照组，远处转率低于对照组。对局部晚期宫颈癌患

者，IGRT-ART 联合 TP 方案同步化疗优于 IMRT 同步单药顺铂同步化疗。 

 
 
PF-061 

CT 引导的三维插植自适应近距离放疗治疗中晚期及复发外阴癌

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小文 古力米热.布然江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830011 

 

目的  探讨 CT 引导的三维插植高剂量率自适应近距离放疗在治疗中晚期及术后复发外阴癌中的价

值。   

方法  2012 年 7 月至 2015 年 11 月期间对 12 例不能手术切除的中晚期或术后复发的外阴癌患者行

体外外阴+盆腔+骶前+双腹股沟淋巴结引流区三维适形调强放疗+外阴局部病灶和或腹股沟肿大淋

巴结图像引导的三维插植高剂量率自适应近距离放疗（IGABT）。体外放疗进行 DT45-50Gy。期

间根据妇科检查、MR 或 CT 等明确肿瘤范围，初步确定进针路径、深度、插植针数后每次均在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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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下徒手将插植针插入外阴肿瘤局部病灶或肿大的淋巴结，CT 实时定位后，采用 TPS

（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重建肿瘤的三维立体图像，勾画出高危临床肿瘤靶区(HRCTV)及

危及器官(OARs)，确定靶区体积处方剂量，优化方案，实施治疗，共 4 次，每次 HRCTV,D90 

7Gy。   

结果  全组 12 例中，年龄 41～78 岁，中位年龄 58 岁。肿瘤平均直径为 5.2cm。平均放疗后 7d 疼

痛开始缓解。治疗后随访 5～47 个月，外阴顽固性疼痛明显缓解(P<0.05)，KPS 评分明显升高

(P<0.05)。放疗后 3 个月 CT 随访，肿瘤完全缓解（CR）9 例，部分缓解（PR）2 例，无变化

（NC）0 例，进展（PD）1 例。总有效率（CR+PR）为 91.7％。全组中位生存期为 23 个月，3

个月、6 个月、12 个月累计生存率分别为 91.7%、83.3%、75%；3 例死于肿瘤恶化。12 例当中，

SCC 升高的病例共 8 例，放疗后复查 SCC 降低 9 例，7 例 SCC 恢复正常；2 例无变化，3 例略升

高。在治疗及随访过程中未见外阴感染、外阴血肿，放射性肠炎、膀胱炎、膀胱阴道瘘、直肠阴道

瘘等严重并发症。   

结论  CT 引导下的三维插植高剂量率自适应近距离放疗治疗中晚期及术后复发外阴癌，近期疗效满

意，具有很好的姑息止痛疗效，能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是一种安全、有效、并发症少的治疗方

法。 

 
 
PF-062 

Metastasis-associated in colon cancer-1 may be a novel 

biomarker for predicting raidoresistance of cervical 

cancer 

 
Liao wenjun 

sichuan cancer hospital&institute 610081 
 

Background  Radiotherapy is the imperative treatment for cervical cancer and achieves better 
result.  However, local recurrence after radiotherapyis a main pattern of treatment failure 
attributable to radioresistance of tumor cells. Thus investigat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radioresistance and identifying biomarkers for predicting it are of prime importance.  
Method  At present, a growing body of evidences implied that Metastasis-associated in colon 
cancer-1 might be a biomarker for predicting cervical cancer response to radiation.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Metastasis-associated in colon cancer-1 ensures tumor cell growth and 
resists apoptosis by accelerating the Warburg effect which is exactly proved to be involved in 
radioresistance in cervical cancer. Therefore, we guess Metastasis-associated in colon cancer-1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radioresistance by enhancing the Warburg effect; Second, Metastasis-
associated in colon cancer-1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radioresistance of cervical cancer by 
stimulating the MET signal pathway which is implicated in radioresistance in many solid tumors; 
Third, Metastasis-associated in colon cancer-1 promotes angiogenesis which makes radiation 
less effective, and might be related to radioresistance in cervical cancer; Last but not the least, 
overexpression of Metastasis-associated in colon cancer-1 is associated with advanced FIGO 
stage, lymph node metastasis, recurrence and poor prognosis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suggesting that the up-regulation of Metastasis-associated in colon cancer-1 is involved 
in radioresistance and leads to unfavorable outcome. 
Conclusion  Based on theseevidences, we have a hypothesis that Metastasis-associated in 
colon cancer-1 may be a novel biomarker for predicting raidoresistance of cervic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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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63 

宫颈癌患者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比率变化及意义 

 
孟凡旭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目的  探讨宫颈癌患者根治性性放疗前后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及对远期疗效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102 例宫颈癌根治性放疗前后外周血 CD3+/CD4+ T 细胞、CD3+/CD8+ 

T 细胞 CD3-/CD16+56+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NK）、CD4+/CD25+Foxp3+调节性 T 细胞

Treg 细胞比率的变化情况，结合疗效及预后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宫颈癌患者根治性放疗后外周血 Treg 细胞百分数降低组总体生存率（OS）优于稳定/升高

组；放疗后 Treg 细胞的变化影响患者总生存期（p<0.05）；根治性放疗后外周血 Treg 细胞百分数

降低组 OS 较稳定/升高组长约 5.6 个月。而淋巴细胞亚群 CD3+/CD4+ T 细胞、CD3+/CD8+ T 细

胞 CD3-/CD16+56+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NK）在治疗前后变化无统计学差异，与患者的

总体生存率未显示出显著的相关性。 

结论  宫颈癌根治性放疗后的 Treg 细胞百分数是影响预后的影响因素，比率低者预后较好。 

 
 
PF-064 

俯卧位弧形调强放疗减少宫颈癌小肠受照剂量的研究 

 
高玲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评价宫颈癌术后盆腔弧形调强放射疗法(Rapid-ARC)结合俯卧位加置腹部平板是否可以更大

程度上减少小肠的受照剂量。 

方法  10 例宫颈癌根治术后患者给予盆腔放射治疗。放疗前均行仰卧位和俯卧位腹盆腔 CT 增强扫

描。正常组织勾画包括小肠、直肠和膀胱。弧形调强放射治疗方案使用 360°双弧调强技术。运用 T

检验分别比较小肠、直肠和膀胱在仰卧位和俯卧位时的受照剂量。 

结果  弧形调强技术俯卧位加置腹部平板有助于小肠的旷置，接受 40Gy 照射剂量的小肠体积从

24.6%降低到 17.3%，有显著差异。 

结论  宫颈癌术后盆腔弧形调强放射治疗结合俯卧位加置腹部平板的方法可以减少小肠的受照剂

量，具有临床实用价值。 

 
 
PF-065 

局部晚期子宫颈鳞癌奈达铂与洛铂根治性同步放化疗对比研究 

 
余娴 

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400042 

 

目的  评价奈达铂与洛铂在局部晚期子宫颈鳞癌根治性同步放化疗中疗效及毒副反应。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 111 例局部晚期子宫颈鳞癌根治性同步放化疗患者，奈达铂 30mg/m2

每周方案同步放化疗组 75 例，洛铂 30mg/m2 每三周方案同步放化疗组 36 例。全组均给予全盆腔

3DCRT 治疗；EBRT 放疗剂量 50-56Gy/25-28f，盆腔和腹主动脉旁阳性淋巴结 IMRT 补量放疗至

66GY/33F。放疗期间每周行高剂量率后装治疗一次，剂量 35-37.5Gy/5f。 

结果  全组人群 ORR 无明显差异，洛铂组血小板减少程度较奈达铂组严重，但未达统计学差异。

其 1、2、3 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 84.5%、63.3%、48.7%；1、2、3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92.5%、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334 

 

70.8%、55.0%。洛铂组中位 DFS 时间 20.5 个月(95% CI: 6.033-35.027)，奈达铂未达到中位

DFS，奈达铂组 DFS 显著长于洛铂组。多变量 Cox 回归分析表明，奈达铂组复发和死亡风险显著

低于洛铂组(HR=0.195, 95% CI: 0.062-0.614 与 HR=0.268, 95% CI: 0.083-0.868)。洛铂组中位总

生存为 33.53 个月(95% CI: 21.722-45.338)，奈达铂组未达到中位总生存时间，奈达铂组仅有长于

洛铂组的趋势(Log-Rank P=0.271)。对洛铂和奈达铂单药使用亚组分析表明，奈达铂组 DFS 显著

长于洛铂组(mDFS: NR vs 20.53 个月, P=0.009)，奈达铂组复发风险比洛铂组显著降低

75%(HR=0.250, 95% CI: 0.082-0.759, P=0.014)。奈达铂组 OS 长于洛铂组，但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mOS: NR vs 33.53 个月, P=0.155)，同时，奈达铂组死亡风险低于洛铂组但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HR=0.442, 95% CI: 0.140-1.397, P=0.164)。 

结论  奈达铂与洛铂在局部晚期宫颈鳞癌根治性同步放化疗比较上，2 组 ORR 与副反应无明显差

异，但洛铂组血小板减少较奈达铂组严重，未达统计学差异，但奈达铂组 DFS，复发风险均显著

优于洛铂组。在中位生存和死亡风险上奈达铂组有优于洛铂的趋势。 

 
 
PF-066 

3D 打印个性化插植针模板在宫颈癌三维后装治疗中的应用 

 
李剑平 魏丽春 党运芝 刘晓燕 马娟 石梅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探索用 3D 打印技术，设计个性化插植针模板在宫颈癌三维后装治疗中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  选取 4 例患者，此 4 例患者预期传统的三腔管施源器（Fletcher）后装治疗时难以得到理想

的剂量分布。采用逆向治疗计划的思维，先在磁共振影像指导下勾画靶区，由物理师根据剂量分布

要求模拟插植针的位置，以达到最理想的剂量分布。再通过计算机模拟技术，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

个体化插植针导板，实施组织间插植后装治疗。 

结果  4 例患者均成功实施 3D 打印个性化模板的组织间插植后装治疗，剂量分布与设计较符合，

HR-CTV D90 102±5.3%。复查磁共振，按 RECIST 标准评价，近期疗效均达 PR。 

结论  3D 打印技术设计个性化插植针模板实施宫颈癌三维后装治疗，对于肿瘤位置偏心性生长，或

有宫旁侵犯的宫颈癌患者，可以实现更好的剂量分布，从而可能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我中心首先

开展该项新技术。长期疗效及安全行尚待进一步扩大患者数量，增加随访时间。 

 
 
PF-067 

局部晚期宫颈癌手术分期在放射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吴科 王冬 李雨聪 唐郢 

重庆市肿瘤医院 400030 

 

目的  探讨局部晚期宫颈癌手术分期的临床意义。 

方法  对 2013 年 1 月~2016 年 7 月重庆市肿瘤医院行分期手术的 54 例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

与手术病理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 MRI 结果与手术分期病理结果对腹膜后淋巴结的评价效

能。 

结果  腹主动脉淋巴结假阳性率为 18.52%，假阴性率为 7.41%。由于手术分期，25.92%的患者更

改了放疗计划。 

结论  手术分期较真实地反映了病变范围和病理特性，能客观判断预后，并指导放射治疗，值得临

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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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68 

年轻宫颈癌患者保留卵巢功能保留的放疗剂量研究 

 
程晓龙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目的  目前关于卵巢功能与放射剂量间的关系尚不统一，临床医生在制定放疗计划时无明确的卵巢

限量值可以参考。现有的研究存在样本量小、卵巢功能与放射剂量间的关系不统一的缺陷。通过大

样本的研究来确定不同年龄段、有无化疗的患者卵巢功能与放射剂量间的关系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现个体化精确放疗是最终的目标。 

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为年龄小于 40 岁的早期宫颈鳞癌患者，宫颈癌根治术中行卵巢移位且术

后需要辅助放疗者，放疗前评估卵巢功能位于正常范围内；（2）患者 CT 模拟定位后，经主治医

师勾画肿瘤治疗靶区与卵巢组织范围，由放射物理师设计放射治疗计划，肿瘤靶区剂量 45-50Gy，

控制卵巢 Dmax 小于 6Gy，并计算出卵巢组织 Dmax，Dmean，V1～V6 的绝对值和相对值以及

D10～D50；（3）放疗过程中分别在放疗初期、中期和末期至少进行 3 次 IGRT 以确定卵巢位置信

息；（4）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三个月患者返院复查时，通过围绝经期综合征量表及血清生殖激素

测定评估卵巢内分泌功能，判断卵巢功能有无成功保留；（5）利用放射治疗计划系统软件分析受

照射卵巢组织体积及剂量，根据患者年龄及有无化疗进行分层分析，通过计算卵巢组织 Dmax，

Dmin，V1～V6 的绝对值和相对值以及 D10~D50 与成功保留卵巢功能的关系，归纳出不同患者成

功保留卵巢功能时卵巢组织受照射体积与剂量的准确临界值，制定出个体化的卵巢限制剂量参考

值。（6）采用 SPSS19.0 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进行

统计学分析。P＜0.05 被认为差异或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Spearman 相关性分析保留卵巢功能成

功率与患者年龄，有无化疗，受照卵巢组织体积剂量关系，并作出他们之间的相关性曲线图。进一

步对患者年龄段以及有无化疗进行分层分析，推断得出不同患者保留卵巢功能的个体化剂量限制。  

研究结果  分析研究了 120 例患者，成功保留 95 例，统计结果表明最大剂量和平均剂量对卵巢功

能的保留意义更加明显，且最大剂量和平均剂量分别控制在 550cGy 和 350cGy 以内，卵巢功能保

留成功率高。 

结论  初步对卵巢耐受的剂量限值进行了分析，为临床提供了依据。但由于样本量较少，没有按照

年龄段进行分层分析，受照射卵巢组织最大量、平均量、剂量体积和体积剂量与放疗后卵巢功能的

相关性有待进一步分析研究。 

 
 
PF-069 

宫颈癌术后螺旋断层放疗临床疗效观察 

 
杨微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宫颈癌术后螺旋断层放疗的毒副反应、临床疗效及影响预后因素。 

方法  收集 2008 年 7 月至 2013 年 3 月在我科行宫颈癌术后螺旋断层放疗 194 例患者，平均年龄

47 岁。其中有 174 例患者行全身化疗或髂内动脉介入化疗（89.7%）。采用 FIGO 分期，其中 Ia

期 2 例，Ib 期 85 例，IIa 期 50 例，IIb 期 49 例，IIIa 期 4 例，IIIb 期 4 例。其中病理类型为鳞癌占

87.1%，其他占 12.9%。临床靶区包括术后瘤床、部分阴道、骶前、闭孔、髂内和髂外及髂总淋巴

引流区；术后病理有淋巴结转移或宫旁浸润者勾画相应区域作为 CTV1；有 14 例 Ib 期患者盆腔照

射 DT46Gy/23F 外，其余患者盆腔淋巴引流区均照射 DT50Gy/25-28F；阳性淋巴结或宫旁受浸区

域照射 DT54-60Gy/25-28F；可见残留的肿瘤或转移淋巴结照射 DT64-66Gy/25-28F，外照射开始

前先行后装放疗，对术后病理提示阴道切缘阴性患者后装放疗 2 次，阴道塞子直径 3cm，粘膜表面

剂量 8Gy/f，每周 2 次；若切缘阳性者后装放疗 3-4 次，粘膜表面或者粘膜下 0.5cm，照射剂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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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y/次；靶区长度根据患者阴道长度而定，一般为 3-6cm。观察患者直肠和膀胱放疗反应及 1 年，

3 年，5 年生存率，分析化疗疗程、淋巴结转移数目、照射剂量、临床分期及病理类型和预后关

系。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67 个月（43-95 个月）。其中有 57 例（29.38%）出现了 1 级急性直肠反应，

26 例（13.40％）出现了 1 级急性膀胱反应，直肠和膀胱均未出现≥2 级急性反应发生，有 4 例患

者出现晚期直肠炎，无晚期膀胱炎发生。1 年生存率为 95.4%、3 年生存率为 73%、5 年生存率为

67%。II 期患者 1 年生存率位 95.2%、3 年生存率为 86.2%、5 年生存率为 79.4%。单因素分析显

示有无化疗、照射剂量、淋巴结转移数目及临床分期于预后相关；多因素分析提示有无化疗、照射

剂量及淋巴结转移数目是影响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螺旋断层放疗科减少患者急性放疗反应，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对宫颈癌术后患者等生存率有

所提高。单因素分析显示临床分期晚、淋巴结转移多、无化疗及照射剂量较高与预后较差相关；多

因素分析提示有无化疗、照射剂量及淋巴结转移数目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 

 
 
PF-070 

基于图像引导的宫颈癌外照射疗程中子宫运动的研究 

 
宋宴琼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通过宫颈癌 IGRT 外照射期间每日配准 CT 观察宫颈癌患者在外照射疗程中子宫的运动范围，

以指导无影像引导情况下宫颈癌调强放疗靶区 PTV 的选择。 

方法 共人组 20 名ⅡB-IVA 期初治的行 IGRT 治疗的宫颈癌患者，采集患者每周一及每周四照射前

的配准 CT 图像，共 5 周。测量宫颈、宫体相对于定位 CT 在三维方向上的位移，采用 spss15.0 进

行统计分析。 

结果 宫颈在左右、上下、前后方向平均位移分别为 5.6 ㎜（±3.8mm）、6.8mm（±4.6mm）、

8.2mm（±6.4mm）；宫体分别为 7.5mm（±5.1mm）、1.0mm（±8.2mm）、15.1mm

（±9.8mm）。摆位误差在三位方向均在 3mm 内。 

结论 宫颈癌分次外照射期间子宫动度很大，每日软组织影像校正或自适应计划的应用对宫颈癌调

强放疗意义重大，无影像引导情况下宫颈癌调强放疗计划要给予足够的 PTV 边界，且宫颈与宫体

的 PTV 需要分别考虑。 

 
 
PF-071 

Phase III randomized trial of IMRT and weekly cisplatin  

versus standard 3DCRT  and weekly cisplatin in FIGO 

stage I and II cervical cancer with intact uterine: 

early results of acute toxicity and tumor control 

 
Xie Liangxi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Cancer Hospital， Shantou University Medical College 515031 

 

PURPOSE  This prospective, randomized phase III intergroup trial was designed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IMRT and weekly cisplatin (IMRT Group) to standard 3DCRT and 
weekly cisplatin(3DCRT Group) in FIGO stage I and II cervical carcinoma with intact uteri.   
PATIENTS AND METHODS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1) FIGO stage I and II cervical cancer 2)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3) aged less than 70 4) free from para-aor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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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mphadenopahty 5) no any previous treatment for the disease. All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IMRT Group versus 3DCRT Group. For both Groups, whole-pelvic external 
beam radiation therapy (WPEBRT) were delivered with a total dose of 45Gy in 25 fractions. A 
boost of additional 10Gy was given to the radiologically positive pelvic nodes. Brachytherapy of 
6Gy per fraction was delivered with a total dose of 24-30Gy prescribed at point A. The cumulative 
linear quadratic equivalent dose to point A was 72-80Gy. Weekly CDDP at 40mg/m2 were 
administered concurrently with radiation therapy during the first 5 weeks after the beginning of 
WPEBRT. In this preliminary report, primary end point was acute Gastrointestinal and blood 
toxicities. 3 months-Local control rates were also presented in patients with follow up period of > 
3 moths as secondary end point.   
RESULTS  From July 2014 to March 2016, 40 eligible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incidence of grade 2 or higher acute Gastrointestinal toxicity in the IMRT 
group were 27.3% compare with 27.8% in the 3DCRT group (p=0.972). No grade 3 or 4 acute 
gastrointestinal toxicity were observed in both groups. The rates of grade 2 and 3 acute 
leucopenia in the IMRT Group were 54.5% and 4.5% compared with 44.4% and 22.2% in the 
3DCRT group (p=0.525 and 0.09 ). No grade 4 acute leucopenia were observed in both 
groups.Complete tumour response rate for cervical cancer assessed at the end of WPEBRT were 
38.9% and 31.8% in the IMRT group and the 3DCRT group, respectively (p=0.641). However, all 
patients achieved a complete tumor response at the last treatment cycle of brachytherapy. Only 
one recur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3DCRT group which occurred at 18 month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last treatment cycle. No recur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IMRT group up to the 
latest follow-up.    
CONCLUSION  IMRT and weekly cisplatin regimen demonstrated a trend of reduction of grade 3 
acute hematotoxicity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tumour control in FIGO stage I and II cervical 
cancer when compared with standard 3DCRT and weekly cisplatin regimen. Patients who are 
eligible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nrolled into the study for ongoing evaluation of the clinical 
benefits of IMRT compared with standard treatment. 
 
 
PF-072 

160 例 IB2、IIA2、IIB 期宫颈癌治疗疗效分析 

 
施丹 赵志鹏 赵红福 杨微 程光惠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放疗科 130031 

 

目的  比较 160 例 IB2、IIA2、IIB 期宫颈癌术后放疗和根治性放疗疗效及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分析 07 年 2 月至 13 年 6 月入我院的宫颈癌 IB2、IIA2、IIB 期患者，分为术后组、根治组。

统计相关因素并随访，比较生存及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入组共 160 人，术后组 58 人，失访 11 人；根治组 102 人，失访 22 人。年龄 31-84 岁，平

均年龄 56.7 岁，术后组 31-69 岁，根治组 31-84 岁。IB2 期，术后组 16 人，根治组 4 人；IIA2 期

术后组 15 人，根治组 13 人；IIB 期术后组 16 人，根治组 63 人。病理均为鳞癌。术后组均于术前

行 1-3 周期新辅助化疗，根治组 1 人放疗前行 3 周期。术后组放化同期 7 人，单纯放疗 40 人；根

治组放化同期 35 人，单纯放疗 45 人。两组共随访 36-114 个月，术后组 3 年生存率 97.9%，5 年

78.7%。根治组 3 年生存率 98.8%，5 年 91.4%。远处转移率，术后组 2.13%，根治组 5%；局部

复发率（LR），根治组 1.25%。局部控制率（LC），术后组 100%，根治组 98.75%；两组总生存

率（OS）均为 100%；无病生存率（DFS），术后组 97.8%，根治组 93.75%；无进展生存率

（PFS），术后组 97.8%，根治组 95%。副反应发生情况，RTOG 标准，3 级泌尿道反应，术后组

2.13%；3 级下消化道反应，术后组 2.13%，根治组 1.25%。3 级骨髓抑制，根治组 2.5%，无 3-4

级生殖道反应。CTC3.0 标准：3 级下消化道反应，根治组 1.25%。3 级骨髓抑制，根治组 2.5%，

4 级根治级 2.5%；无 3-4 级泌尿道、生殖道反应。K-M 生存分析：术后组平均生存期 75.4±3 个

月，95%CI：69.54-81.77 个月，中位生存期 80±2 个月，95%CI：75.52-84.47 个月；根治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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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期 86.86±1.97 个月，95%CI：83.06-90.91 个月，中位生存期 86±0.89 个月，95%CI：84.23-

87.76 个月，根治组优于术后组 p＜0.05。COX 多因素模型分析：年龄、化疗、放化同期均不影响

生存，p＞0.05。两组副反应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IB2、IIA2、IIB 期宫颈癌根治性放疗总体生存率优于术后放疗组；年龄、化疗及放化同期均

不影响两组生存情况；副反应发生两组相当。 

 
 
PF-073 

宫颈癌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延伸野调强放疗临床疗效分析 

 
刘晓亮

1
 胡克

2
 张福泉

2
 汪萍

1
 

1.唐山市人民医院放化四科 

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放射治疗科 

 

目的  分析评价延伸野调强放疗对宫颈癌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放疗科自 2008 年 5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间收治的宫颈癌腹

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患者 81 例，淋巴结转移采用影像学诊断标准，CT 上短径≥1cm 或短径不足

1cm 但存在中心低密度坏死区域。使用延伸野调强放疗技术，外照射 45-50.4Gy，转移淋巴结同步

加量至 56-61.6Gy，部分 IIIB 患者，患侧宫旁补量 10Gy，调强放疗均行 IGRT。内照射用 Ir192 放

射源予 A 点 30-36Gy/5-6F。同步化疗采用以铂类为基础的化疗方案。 

结果  全部患者完成放疗，90.1%的患者接受同步化疗。疗后评估 CR 率 95.1%。截至末次随访，

存活病人 49 例，中位随访时间 29 个月（10.6-101.3 月），患者的 2 年 OS、DFS、LC 分别为

61.8%、46.2%、82.3%，3 年的 OS、DFS、LC 分别为 57.5%、44.1%、82.3%。39 例患者 CR

后出现复发转移，其中单纯局部复发 8 例（20.5%），局部复发合并远处转移 1 例（2.6%），单纯

远处转移 30 例（76.9%）。肿瘤大小和化疗次数为 DFS 和 LC 的独立预后因素。急性 III 级以上消

化系、泌尿系、血液学毒性发生率分别为 4.9%、3.7%、49.4%；仅 1 例患者出现晚期 III 级消化

系、泌尿系毒性反应，并接受手术治疗。 

结论  用延伸野调强放疗技术治疗宫颈癌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可取得较为理想的治疗效果，毒

性反应尚可接受，远处转移为主要失败模式，肿瘤大小和化疗次数是影响 DFS 和 LC 的独立预后

因素。 

 
 
PF-074 

同步放化疗与新辅助化疗后同步放化疗在中晚期宫颈癌患者的临

床疗效分析 

 
郑洁 艾毅钦 吴星娆 武鹏飞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65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同步放化疗与新辅助化疗后同步放化疗在中晚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2000 年至 2013 年间我院行同步放化疗与新辅助化疗后同步放化疗的中晚期宫颈鳞癌Ⅱ

b ～Ⅲb 患者 98 例，分为同步放化疗与新辅助化疗组，每组各 49 例。两组患者均选择普通放射技

术，放疗剂量均达根治量; 同步放化疗患者行以铂类为主的同步周疗，新辅助化疗后同步放化疗组

患者在同步放化疗前先用 TP 方案( 紫杉醇+ 铂类) 化疗 1 ～ 3 个疗程，化疗结束后开始同步放化疗; 

比较两组患者远期临床疗效及远期不良反应。 

结果  同步放化疗与新辅助化疗组远期疗效相当，两组患者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P ＞0. 05) , 新辅

助化疗组较同步放化疗组放射性直肠炎发生几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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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新辅助化疗对中晚期宫颈癌的治疗并未改善患者远期生存率，而增加了发生放射性直肠炎的

发生风险。 

 
 
PF-075 

宫颈癌术后调强适形放射治疗 128 例分析 

 
温尊北

1
 刘文亮

2
 

1.广东省高州市人民医院 

2.广东省茂名农垦医院 

 

目的 探讨宫颈癌术后应用调强适形放疗（IMRT）和三维适形放疗（3DCRT）的疗效及副作用对比

分析。 

方法 选取 2010 年 1 月～2015 年 6 月在我院确诊的宫颈癌术后患者 128 例，按放射治疗方法不同

随机分为两组：调强放射治疗组(IMRT)和三维适形放疗组(3DCRT)。比较两组 5 年生存率、复发

率、远处转移率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IMRT 组与 3DCRT 组 5 年生存率、远处转移率及复发率分别为 80.3%与 74.2%、15.2%与

17.7%、12.2%与 16.1%，经统计学分析，无统计学意义(P>0.05)；IMRT 组的骨髓抑制、肠道反

应、泌尿道反应、皮肤反应率均低于 3DCRT 组，差异不显著(P>0.05)； 

结论 宫颈癌术后应用调强适形放疗同期化疗疗效高，副作用小，值得推广。 

 
 
PF-076 

68 例子宫内膜癌术后调强放疗联合后装治疗的疗效分析 

 
李泉 方珊珊 李琳 毛晓刚 漆辉雄 靳义强 

襄阳市中心医院 湖北省文理学院 441021 

 

目的  探讨子宫内膜癌术后调强放疗联合后装治疗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经病理学确诊的 68 例子宫内膜癌患

者的资料。患者平均年龄 55 岁，79%患者已绝经，症状出现到就诊的平均时间为 5.3 个月，主要

的症状为阴道出血。病理类型 93%为腺癌，4%为透明细胞癌，3%为腺鳞癌。根据 FIGO 分期

（2010），其中Ⅰ期患者 36%，Ⅱ期患者 41%，Ⅲ期患者 21%，ⅣA 期患者 2%。所有患者接受

术后调强放射治疗，剂量 46Gy/23F，然后进行阴道后装放疗 15-30Gy/3-6 次。 

结果  平均随访 3.6 年，3 年无复发生存率 83%，8%出现局部复发，9%患者发生远处转移，5 年总

生存率 76%。治疗中出现 3 级放疗不良反应比例为 11%，无 4 级不良反应发生。主要的放疗不良

反应为放射性肠炎、白细胞下降、食欲减退、恶心。 

结论  根治术后调强放射治疗联合阴道后装治疗是目前子宫内膜癌术后辅助治疗的有效治疗手段，

疗效满意，副反应能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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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77 

晚期巨块型宫颈癌局部大分割治疗模式的观察性研究 

 
张莹 魏丽春 李围围 穆允凤 党运芝 李剑平 石梅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我国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是宫颈癌的高发区，根治性放射治疗是治疗局部晚期宫颈癌的主要

手段，然而，当局部肿块直径超过 6cm 时，即使联合同期化疗，其疗效亦显著下降。此外，晚期

宫颈癌接受根治性治疗后其中位生存仅为 14-17m。大分割治疗能够快速缩退肿瘤，改善症状，而

治疗费用显著降低，减少晚期放疗反应发生率。因此，本研究拟观察对于晚期巨块型宫颈癌患者采

用大分割放疗的临床安全性及治疗反应情况。  

方法  自 2013 年起，我科对部分晚期宫颈巨块型患者，采取对局部可见肿瘤及转移淋巴结大分割

放疗后进行辅助化疗的方式。纳入标准：1.病理确诊宫颈癌；2.宫颈肿块 MRI 显示最大径超过

6cm；3.伴有或不伴有盆腔或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4.伴有/不伴有其他可照射部位转移；5.患者

同意接受试验性治疗。可见肿瘤及肿大淋巴结照射剂量 5Gy/F，根据患者照射反应，共照射 3-8

次，隔日一次。总剂量 15-40Gy，放疗技术采用 RapidARC 技术，每次 CBCT 验证。放疗后 1-2

周开始辅助化疗，化疗方案为 TP 联合方案。  

结果  自 2013.02-2014.09，共 16 例接受大分割治疗宫颈癌患者可纳入分析。其中 13 例首发症状

为阴道出血及明显腹痛，NRS 评分 3-5 分，3 例表现为明显的阴道出血，伴有贫血。所有患者 MRI

影像上肿瘤直径均>6cm,均值 7.2cm，FIGO 分期 IIIB 期 3 例，Iva 期 1 例，IVb 期 12 例（其中 6

例伴有邻近骨转移，7 例伴有腹腔淋巴结转移，1 例同时伴有肺部转移及颈部转移）。其中 11 例患

者接受局部 5Gy*5F-6F 放疗，1 例接受 5Gy*8F 放疗，3 例接受 5Gy*3F 放疗后，其中 1 例放弃治

疗，1 例后续休息后再次接受 5Gy*6F 放疗，1 例化疗 4 周期后再次接受全盆腔照射及后装治疗。

11 例患者大分割放疗后接受 2-6 周期辅助化疗。放疗期间 13 例患者出现 1 度上消化道反应，4 例

1 度下消化道反应，3 例 2 度下消化道反应，2 例 2 度骨髓反应，放疗结束时症状均明显缓解。接

受治疗患者中位总生存时间 14m，中位无进展时间 10m，治疗后晚期反应 2 例下消化道 2 度反

应，2 例 1 度反应。  

结论  对于预期治疗反应不佳、预后不良的晚期/局部晚期巨块型宫颈癌患者，采用大分割局部放疗

联合辅助化疗，可快速缓解症状，急慢性反应及生存时间可接受，降低治疗费用。但其合适的分割

模式及照射剂量仍需进一步探讨。 

 
 
PF-078 

IIB 期宫颈癌新辅助放化疗后淋巴结的清扫应个体化 -----344

例 IIB 期宫颈癌患者综合治疗的回顾性分析 

 
党运芝 李鑫 魏丽春 石梅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 

 

目的  分析新辅助放化疗后手术的 IIB 期宫颈癌患者术前 CT/MRI 诊断的淋巴结阳性与术后病理 ln

阳性的相关性。 

方法  共 344 例 IIB 期宫颈患者纳入研究。所有患者在诊断时均行增强 CT 和/或 MRI 扫描。ln 的诊

断标准为短颈≥0.8cm。盆腔放疗剂量为 45-50Gy/25f，均采用三维适形或调强技术，同期顺铂每周

方案（40mg/m2）方案化疗 4-6 周期。所有患者在放疗后 8-71 天（平均 26 天）接受根治性手术。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 36 月（ 4-83m），患者中位年龄 48 岁（25-72 岁）。344 例患者中鳞癌

335 例，腺癌 4 例，腺鳞癌 5 例。截止到 2015 年 10 月，10 例患者盆腔失败（7 例阴道残端复

发，3 例盆腔复发，没有 ln 复发），26 例患者出现了远处转移，36 例患者死亡（3 例患者死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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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疾病，其中 1 例肺癌，1 例淋巴瘤，1 例心肌梗塞）。CT 或 MRI 诊断的盆腔 ln 阳性与阴性的患

者相比较总生存率（OS）及无远转生存（DMFS）更低，盆腔局控率（PFFS）相似 ( 3-年 OS 

84.1% vs 94.4%,p=0.007; 3-年 DMFS 87.8% vs 95.7%, p=0.013; 3-年 PFFS96.5% vs 97.1%, 

P=0.960)。共 29 例患者术后病理为 ln 阳性（29/344, 8.4%）。术前 CT/MRI 诊断 ln 阳性的患者较

阴性的患者有更高术后病理 ln 阳性率 (25/150,16.7% vs 4/194 2.1%, P＜0.05）。术后病理 ln 阳性

的患者较阴性的患者生存率更差且远处转移率更高(  3-年 OS  69.4% vs 92.3%, p＜0.05;  3-年 

DMFS 73.5% vs 94.1%，p＜0.05)。而 3 年的 PFFS 相似 ( 3-年 95.7% vs 97%,P=0.843)。29 例

ln 阳性的患者共 51 枚淋巴结阳性，其 ln 分布如下，髂外（16, 31.4%）, 髂内（10, 19.6%）, 闭孔

（10, 19.6%）, 髂总（9, 17.6%）, 腹股沟深（6, 11.8%）。 

结论  术前 CT/MRI 诊断 ln 阴性患者，术后病理 ln 阳性率较低（2.1%），或许对这部分患者不清

扫淋巴结是可行的。术前 CT/MRI 提示 ln 阳性患者，术后病理 ln 阳性率为（16.7%），且术前术

后阳性 ln 分布范围无明显差别，故这部分患者仍应接受广泛性 ln 清扫。 

 
 
PF-079 

适形调强放疗 62.5Gy/25f 照射转移性盆腔淋巴结的安全性分析 

 
党运芝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 

 

目的  调强放疗技术可以给予盆腔 2Gy/f 照射的同时，给予转移淋巴结 2.5Gy/f 的照射。本研究拟探

讨盆腔转移淋巴结同期增量 62.5Gy/25f 治疗模式的安全性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2012-2014 年收治 40 例 FIGO IIB-IIIB 期伴有盆腔淋巴结转移的宫颈鳞癌

患者治疗结果。转移淋巴结诊断标准为增强 CT 扫描下淋巴结短径大于等于 1m。利用 IMRT 技术

给予盆腔淋巴引流区及原发病灶给予 45-50Gy/25f，同时盆腔转移淋巴结照射 62.5Gy/25f。针对宫

颈原发病灶给予 21-41Gy/4-8f 的 CT 图像引导的后装治疗。同期化疗为每周单药顺铂

（40mg/m2/w）27 例、TP 双药化疗(60mg/m2，1/3w)9 例，有 4 例患者未接受同期化疗。观察急

性及远期毒性反应。勾画肠袢为肠道危及器官体积，测量危机器官与淋巴结靶体积重叠的体积，观

察危及器官受 62.5Gy/25f 的体积及与并发症的关系。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26 个月 （8-36m）,3 年无转移生存率、总生存率、盆腔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73.2% 、89%、90%。按照 RTOG 分级，2、3 级急性消化道毒性反应发生率为 37.5%、7.5%，无

2 级及以上急性泌尿道毒性反应和晚期毒性反应发生。淋巴结位置：髂总 8 例 、髂外 15 例、髂内

7 例、闭孔 31 例。 淋巴结短径 1-2.1cm（中位 

1cm），淋巴结体积 1.2-22.3cm3 （中位 5.3cm3），淋巴结治疗靶区体积（PTV-Ln） 7.92  --

160.55cm3（中位 61.6  cm3 ），与 PTV-Ln 重叠的肠道（V bowel）、膀胱(V bladder)体积的中

位值分别为 0.15（0-38.59cm3）、0（0-10.4cm3）。小肠是否受高剂量 62.5Gy/25f 照射与否

（P=0.36）、不同化疗方案（P=0.32）与胃肠道急性反应发生率无关。 

结论  盆腔淋巴结 62.5Gy/25f 同期增量是安全的，没有严重毒副作用发生。 

 
 
PF-080 

早期内膜癌术后单纯腔内近距离治疗的临床结果 

 
侯晓荣 胡克 沈捷 连欣 孙帅 晏俊芳 刘志凯 张福泉 

北京协和医院放疗科 100730 

 

目的  回顾分析 158 例我院进行术后单纯腔内近距离治疗早期内膜癌患者的临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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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04 年 11 月至 2013 年 9 月进行术后单纯腔内近距离治疗的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共 158

例。根据 2009 年 FIGO 手术-病理分期，Ⅰa 期 105 例(66.5%)，Ⅰb 期 53 例(33.5%)；主要病理

类型为子宫内膜样腺癌（142 例，占 89.9%），病理分级为 G3 级者有 17 例(10.8%)。使用 192Ir

源后装治疗机，照射区域为阴道顶端及上 1/2 段阴道，参考点定义为阴道粘膜下 0.5cm，照射剂量

25~30Gy/5~6 次。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并 Logrank 检验差异，Cox 模型进行预后因素分

析。 

结果  5 年随访率 91.8%。5 年 OS、PFS、局部复发、远处转移率分别为 97.6%、91.9%、2.9%、

2.8%。全组病例均未出现阴道复发。未出现 3 级及以上急慢性胃肠道、泌尿系反应。单因素分析

显示，淋巴脉管间隙侵犯是影响 OS 率的预后因素（P=0.007），淋巴脉管间隙侵犯、组织学分级

是影响 PFS 率的预后因素（P=0.000、P=0.047）。多因素分析显示，淋巴脉管间隙侵犯仍是影响

OS 率（OR=0.087 95%CI[0.009-0.813], P=0.032）和 PFS 率（OR=0.091 95%CI[0.018-0.459], 

P=0.004）的预后因素。 

结论  术后单纯腔内近距离治疗早期内膜癌患者的疗效良好，不良反应甚微，淋巴脉管间隙侵犯是

影响 OS 和 PFS 的重要因素。 

 
 
PF-081 

贝伐单抗联合顺铂为基础的同步放化疗及三维内外融合近距离治

疗在盆腔淋巴结阳性的局部晚期宫颈鳞癌中的安全性分析 

 
杨家林 王捷 王冀川 范铭 马家宝 樊林 潘黎 孙磊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宫颈癌是我国女性第五常见的恶性肿瘤，目前局部进展期宫颈癌的标准治疗方式是同步放化

疗，盆腔淋巴结转移是影响放化疗疗效及预后的重要因素。GOG-0240 确立了贝伐单抗在复发或转

移性宫颈癌患者中的地位，但贝伐单抗与根治性放化疗的联合应用相关研究仍较少。RTOG0417

研究采用贝伐单抗联合顺铂的同步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宫颈癌患者，初步提示贝伐单抗与放化疗

联用是安全、有效的。但该研究入组人群 95%以上为欧美人群，病理类型混杂，且全部采用二维

放疗，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人群中，贝伐单抗联合顺铂为基础的同步调强放化

疗及三维后装治疗在盆腔淋巴结阳性的局部晚期宫颈鳞癌中的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连续纳入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被诊断为 IIB-IVA 期宫颈鳞癌，在我院接受贝

伐单抗联合顺铂为基础的同步放化疗及三维后装治疗的患者。所有患者放疗前核磁共振显像提示至

少有一枚以上盆腔淋巴结肿大，并且短径大于 1cm。贝伐单抗剂量为 7.5mg/kg，每两周重复，使

用 2-4 个周期。同步化疗方案以顺铂类药物为基础，放疗采用束流调强（IMRT）技术或图像引导

下调强（IGRT）技术，总剂量 46Gy/23 次，三维后装治疗高危区域 6Gy/次，低危区域 5Gy/次，

共 4 次。治疗相关严重不良事件（SAE）级其它不良事件（AE）在放疗开始后 90 天内被记录，并

采用常见不良反应事件评价标准（CTCAE）4.0 版本进行评估。治疗相关的 SAE 被定义为 3-4 级

的阴道出血，高血压，蛋白尿，以及任何等级的肠道/膀胱穿孔，瘘，或治疗相关死亡。 

结果  共 26 例患者被纳入研究。中位随访时间为 5 个月（1-17 个月）。患者中位年龄为 55 岁

（26-77）。所有患者都经过病理证实为鳞癌，其中 IIB、IIIA、IIIB、IVA 期患者分别占 23.1%，

7.7%，34.6%，以及 34.6%。没有观察到治疗相关 SAE 发生。最常见的 AE 为血液学毒性，其中

发生 3 级以上白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的患者比例分别为 65.4%，57.7%，和

19.2%。常见的消化道不良事件包括恶心，呕吐，腹泻等，但都局限于 1 至 2 级。 

结论  对于局部进展期宫颈癌患者，在标准的盆腔同步放化疗基础上加入贝伐单抗是安全的。近期

及远期疗效分析值得进一步关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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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82 

CT 图像引导的三维后装治疗局部进展期宫颈癌的疗效及晚期毒

副反应分析 

 
党运芝 李佩 白飞 魏丽春 石梅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观察 CT 图像引导的三维后装治疗的局部进展期宫颈癌患者，剂量体积与疗效及晚期并发症

的相关性。 

方法  2008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共 100 例 IIB-IVa 期宫颈患者纳入研究。患者均接受全盆放疗

及顺铂每周方案同期化疗，后行 3-6 次后装治疗。根据 RTOG 分级详细记录患者的晚反应。 

结果  患者中位随访时间 36 月（3-96 月）,中位年龄 49 岁（30-73 岁），肿块中位直径为 5cm(3-

6),75 例（75%）患者肿块直径≥4cm，均为鳞癌。截至 2016 年 9 月，共 19 例死亡， 3 年总体生

存率为 79.5% ; 8 例出现远处转移，3 年无转生存为 91.3%。12 例出现盆腔局部复发，3 年局控率

为 88.2%。平均 D90、A 点右、A 点左分别为 84.8±11.6 , 74.3±12.9 ，77.3±11.2Gy。 

7 例出现 2 度晚膀胱反应（7%），出现的中位时间为放疗后 28 月（8-49），中位持续时间为 12

月（1-17）。平均膀胱 0.1cc、1cc、2cc 及 5cc 分别为 83.7±10.2，76.1±8.7，72.8±8.1，

66.7±6.9Gy，2 级膀胱晚反应与 0-1 级患者剂量差异未达统计学意义。没有 2 级及以上的小肠晚反

应，小肠平均 0.1cc、1cc、2cc 及 5cc 分别为 67.4±11.5，62.44±8.4，60.66±7.5，57.3±5.5Gy。 

40 例患者（40%）发生 2 级直肠晚反应，没有 3-4 级直肠晚反应，直肠 D0.1cc、1cc、2cc 及 5cc

分别为 83.5±9.2，75.9±7.3，72.6±6.6，67.4±6.2Gy, 2 级与 0-1 级晚反应相比 D0.1cc, D1cc、

D2cc 及 D5cc 的剂量明显高（p=0.003,p=0.013,p=0.031 及 0.023）。直肠出现晚反应的中位时间

为 11 月(1-45 月)，持续时间为 12 月（1-33 月）。 

结论  D90 为 84.8Gy 时大肿块宫颈癌可获得较好的局控率及生存率。膀胱 D2cc 为 72.8Gy 时，2

度及以上晚膀胱反应发生率较低。40%患者发生了 2 级晚直肠反应，除 D0.1cc, D1cc、D2cc 外，

D5cc 的剂量亦与直肠晚反应相关。小肠平均 D2cc 60.6Gy 时，无 2 级毒副反应发生。 

 
 
PF-083 

沙利度胺联合三乙醇胺乳膏保留灌肠防治急性放射性直肠炎 

的临床观察 

 
于娇 陈鑫 靳荣辉 曹席明 黄凤仙 

陕西省人民医院 710068 

 

目的  探讨沙利度胺联合三乙醇胺乳膏保留灌肠防治急性放射性直肠炎的疗效及对患者放疗期间生

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2014 年 0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行同步放化疗的宫颈癌根治术后患者 90 例，随机分成两

组，实验组 45 例（沙利度胺口服+三乙醇胺乳膏保留灌肠）；对照组 45 例（三乙醇胺乳膏保留灌

肠）。观察两组急性放射性直肠炎的发生情况及 KPS 评分、睡眠、饮食及体重变化情况。 

结果  实验组急性放射性直肠炎级别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急

性放射性直肠炎首次发生时受照射剂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

组患者的 KPS 评分改善率、睡眠改善率、饮食改善率、体重改善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沙利度胺联合三乙醇胺乳膏保留灌肠防治急性放射性直肠炎安全、有效，并且可以改善患者

放疗期间生活质量，保障放疗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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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84 

中晚期宫颈癌患者接受不同调强放疗临床疗效分析 

 
黄维 李英 龙强 鲁文力 姜庆丰 田丽娟 肖英 罗弋 刘晓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0016 

 

目的  比较中晚期宫颈癌患者接受调强放疗与同步推量调强治疗的疗效差异。 

方法  回顾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收治的 254 例中晚期未手术宫颈癌患者，47 例行调强

放射治疗（IMRT），207 例行同步推量调强放射治疗（SIB-IMRT）。IMRT 组 GTV/PTV 处方剂量

48.6-50.4Gy/1.8 Gy/27-28F，自外照射 3 周后接受 4 次后装治疗。SIB-IMRT 组中 194 例患者

GTV 给予均匀处方剂量 54-56Gy/2Gy /27-28F；13 例患者 GTV 予以非均匀推量:即 GTV 外缘向内

缩 1cm 的区域内处方剂量为 56Gy/2Gy/28F，靶区剂量由外到内逐渐递增，甚至给予中心

（GTVcenter ）高剂量照射 64Gy/2.3Gy/28F。 SIB-IMRT 组患者 PTV 处方剂量均为 48.6-

50.4Gy/1.8 Gy/27-28F，外照射 3 周后接受 3 次后装治疗。比较两种不同放疗方式患者消化道及泌

尿系统不良反应，并进行远期疗效及预后因素分析。使用卡方检验比较不良反应，Kaplan-Meier 法

计算生存率，Cox 法行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年龄、临床分期、病理类型、疗前淋巴结状态、化疗周期数均无统计学差异。所有

患者均顺利完成治疗，随访率为 100%。与 IMRT 组相比，同步推量调强放疗未增加消化道系统和

泌尿系统的急性毒性反应（χ2=0.079、0.100；P>0.05）和远期的毒性反应（χ2=0.400、0.064；

P>0.05）。IMRT 组及 SIB-IMRT 组患者 1 年 OS 分别为 100%和 99.5%；3 年 OS 为 81.8%和

83.3%（χ2=0.339、0.674；P>0.05）。患者疗前淋巴结状态是 IMRT 组及 SIB-IMRT 组患者生存

的独立性预后影响因素（χ2=4.376、4.056；P<0.05）。而对于 SIB-IMRT 组不同 GTV 推量方式

患者其急性期和 1 年的远期放疗毒副反应的差异均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结论  初步结果表明同步推量调强放疗技术在不良反应及总生存率上与临床调强放疗技术无显著差

异，同步推量 GTV 至 56Gy/2Gy/28F 的调强放疗技术在中晚期宫颈癌的根治性放疗中是安全可行

的，并且可以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对中晚期宫颈癌患者来说 ，同步推量调强放疗是一种可以尝

试的手段。 

 
 
PF-085 

宫颈癌放疗患者体重指数变化对摆位误差的影响 

 
陈国付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目的  分析体重指数变化对宫颈癌放疗摆位误差的影响，探讨利用体重指数变评估是否需重新制作

体膜的可行性。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接受外照射放疗，使用体膜体位固定技术的宫颈癌患者 60

例，监测患者在第 1,6,11,16,21,25 次放疗时的体重，计算体重指数。在相应的体重指数放疗时应

用 EPID 影像和计划系统所重建的 DDR 比较，得出相应的摆位误差，分析两者的相关性。 

结果 60 例患者放疗前和放疗第 25 次时 BMI 分别为（24.8±3.5）kg/m2 和（20.8.±3.1）kg/m2,变

化范围为 6.0kg／ｍ2～-0.3kg/ｍ2,约 92.1％患者放疗中出现不同程度体重和ＢＭＩ减轻,平均体重

减轻 8.4％，5.1％患者体重减轻超过 13.2％，30％患者体重减轻超过 9.0％，68.7％患者体重减轻

超过 5.2％，体重减轻百分体重指数变化比范围 23.4％～-0.7％,相对应的在放疗 25 次时摆位误差

超过±3mm 的患者达到 5％以上。 

结论 宫颈癌患者放疗过程中体重减轻现象非常普遍,体重指数变化和放疗的摆位误差呈正相关,体重

指数变化越大摆位误差越大，在临床实践中可利用患者的体重指数变化来评估是否需要重新制作体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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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86 

宫颈癌术后并发无症状盆腔淋巴囊肿调强放疗临床靶区 

勾画的临床探讨 

 
于娇 刘国强 曹席明 陈鑫 

陕西省人民医院放疗科 710068 

 

目的  探讨宫颈癌根治术后并发无症状盆腔淋巴囊肿（pelvic lymphocyst，PL）给予调强放疗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时勾画临床靶区（clinical target volume，CTV）将

PL 包括完全的可行性。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间我科收治的宫颈癌根治术后具有放疗指征的患者共 90 例，

模拟定位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时发现并发无症状 PL 的 46 例患者纳入

本研究。每例患者均进行两次 CTV 勾画，根据 CTV 是否将淋巴囊肿包括完全分为实验组（46

例，将淋巴囊肿包括完全）和对照组（46 例，未将淋巴囊肿包括完全），两组均采用同样的 IMRT

技术制定治疗计划，通过剂量体积直方图（dose volume histogram，DVH）比较两种 CTV 勾画方

式对周围危及器官（organ at risk，OAR）受照剂量体积的影响。 

结果  实验组 CTV 体积明显大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 IMRT 放疗方式

中，实验组的小肠、直肠、膀胱受照剂量和体积均高于对照组，但上述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宫颈癌根治术后并发无症状 PL 进行 IMRT 时，CTV 勾画可以将 PL 全部包括在内，OAR 的

受照剂量体积并未明显增加。 

 
 
PF-087 

宫颈癌同步放化疗前后血清 Intelectin-1 表达的研究 

 
宝莹娜 郁志龙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尽管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手术、放疗、化疗等多种治

疗手段综合应用，宫颈癌的生存期明显提高。但是，仍有部分患者疗效不佳。因此，如何有效预测

患者预后，进而针对患者提前改变治疗模式，在目前的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多项研究发现

Intelectin-1 参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但尚未见到其与宫颈癌之间的研究报道。本研究拟探讨宫

颈癌同步放化疗患者血清 Intelectin-1 表达的意义。 

方法  本研究收集 2012 年 5 月至 2015 年 4 月在我科治疗的 38 例宫颈癌患者同步放化疗前、后的

血清，通过 ELISA 方法检测 Intelectin-1 的表达水平，同时定期随访。利用统计学软件 SPSS16.0

进行 Intelectin-1 与患者一般资料，及患者总生存期关系的分析。 

结果  与同步放化疗前相比，同步放化疗结束后血清中 Intelectin-1 表达明显减少（P=0.024，

P<0.05）；进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研究，发现治疗前血清 Intelectin-1>17.5 时患者总生存期较

Intelectin-1<17.5 的患者短（P=0.016，P<0.05）；对本研究数据进行多因素分析显示，病变复发

是宫颈癌患者总生存期危险因素（P=0.008，P<0.05），而治疗前血清中 Intelectin-1 表达水平不

是宫颈癌患者总生存期的危险因素（P=0.078，P>0.05）。 

结论：血清 Intelectin-1 的表达与患者的总生存期相关，给予同步放化疗能够减少患者血清

Intelectin-1 的表达，但血清中 Intelectin-1 水平不是患者总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素，可能是由于本

研究样本例数不足，需增大样本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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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088 

膀胱充盈状态对宫颈癌术后调强放疗靶区勾画的影响 

 
王蕴龙 朱珊珊 于雷 邱玲 马岩 贾晓晶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研究目的  在宫颈癌术后调强放疗中，探索膀胱充盈状态影响下 CTV 的偏移度以及对靶区勾画的影

响。 

方法  选取 2016.4-2016.6 于我科治疗的 24 例宫颈癌术后患者，在直肠充分排空的情况下，分别在

膀胱充盈和排空两种状态下对患者进行 CT 定位，并依据 RGOT 宫颈癌术后靶区勾画共识，先勾画

出膀胱充盈状态下定位图像的完整 CTV（包括髂总、髂内、髂外、闭孔、骶前淋巴结区域，阴道

残端、阴道上段 3cm 及两侧宫旁区域，避开膀胱和直肠）及膀胱、直肠，再勾画出膀胱排空状态

下的阴道残端、阴道上段 3cm、宫旁组织、膀胱和直肠，分别记录阴道残端和宫旁组织在 CT 断层

面上靶区前界的最大偏移距离，再根据偏移的最大距离将膀胱充盈状态下的阴道残端、阴道上段及

宫旁靶区前界向膀胱侧外扩形成膀胱整合靶区(bladder integrated tomour volume BITV)，最后将

CTV 和 BITV 结合成为 CTVall。嘱患者憋尿状态下治疗，每周行 CBCT 检查，验证靶区是否偏移

至 CTVall 之外。 

结果  膀胱排空状态下较膀胱充盈状态下，阴道残端向膀胱侧偏移的最大距离为 10.8mm,中位最大

距离为 8.6mm，宫旁组织偏移的最大距离为 10.1mm，中位距离为 7.4mm，以 CBCT 图像与定位

图像融合，靶区均未偏移至 CTVall 以外。 

结论  虽然膀胱充盈与排空体积变化较大，但由于阴道残端与宫旁相对固定，宫颈癌术后患者的

CTV 的移动度相对较小（通常在 10.8mm 以内），以膀胱充盈和排空两种状态图像勾画形成的

BITV 可以实现在靶区不漏照的前提下最小程度减少膀胱受照体积。 

 
 
PF-089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恩度)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 IIB 期宫颈癌

的临床疗效观察 

 
方珊珊 李泉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观察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恩度)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 IIB 期宫颈癌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 50 例 IIB 宫颈癌患者随机分为 2 组:对照组 25 例,恩度组 25 例。对照组:采用 6MV/X 直线

加速器线盆腔外适形放疗 DT46GY/23F，每周 5 次+铱 191 腔内后装放疗 DT30Gy/6F，每周 2

次。顺铂 30mg/m2 静脉滴注,1 次/周,共 6 周；恩度组:放化疗方法与对照组相同,在放疗开始每周 1

次恩度 15mgd1-14 静脉点滴 3 小时,21 天重复，共 6 周。 

结果  近期临床疗效:对照组 CR11 例,PR9 例,SD5 例,有效率 80.0%;恩度组 CR15 例,PR8 例,SD2

例,有效率 92.0%,恩度组的有效率显著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恩度组 3 年生存率

68.0%(17/25),对照组 3 年生存率 52.0%(13/25),恩度组 3 年生存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恩度联合同步放化疗可提高 IIB 期宫颈癌的疗效,而且不良反应没有增加。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347 

 

PF-090 

中药复方治疗宫颈癌放射性直肠炎的疗效观察 

 
林冰

1
 张鹏

2
 

1.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2.四川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中药复方口服加外用治疗宫颈癌放疗后放射性直肠炎的临床价值。 

方法 将 60 例宫颈癌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两组放疗方案相同，试验组在放

疗开始给予中药复方口服加外用至放疗结束，对照组采取常规对症治疗。在放疗期间和放疗后观察

放射性直肠炎的发生情况和严重程度。 

结果 试验组和对照组急性放射性直肠炎的发生率分别为 36.7%和 83.3%（P<0.05），慢性放射性

直肠炎的发生率分别为 6.7%和 16.7%(P<0.05)。对照组和试验组放疗开始后前 3 周内急性放射性

直肠炎发生率分别为 76.9%（20/26）， 36.4%（4/11），P<0.05。 

结论 采用中药复方口服加外用可显著降低宫颈癌放疗所致的放射性直肠炎的发生，并能缓解症

状，减轻患者痛苦，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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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001 

放疗对肝癌合并门静脉和/或下腔静脉癌栓的疗效观察 
 

田芹 

济南军区总医院 250031 

 

目的  本研究旨在评价三维适形放疗（3DCRT）治疗肝癌伴门脉癌栓或下腔静脉癌栓的疗效。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自 2008 年 9 月至 2014 年 2 月份 53 肝癌患者。均为不能切除的原发性

肝癌伴门脉癌栓和或下肢静脉癌栓的的患者。其中有 24 例（45.3%）患者为门脉主干癌栓，有 29

例（54.7%）患者为下肢静脉癌栓或小分支癌栓。行三维适形放射治疗，大体肿瘤靶区包括癌栓原

发灶和癌栓，使 90％的等剂量曲线覆盖 PTV，中位剂量为 42Gy（30-60Gy），分割剂量为 2Gy/

次，5 次/周。放疗后随访，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并对患者的性别、年龄、治疗方

法、癌栓类型、AFP 值、肿瘤大小、放疗剂量等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和 COX 回归进行多因素分

析。 

结果  近期疗效，放疗后 1 个月复查上腹部 CT 或者 MRI 评价肿瘤的近期疗效，原发灶 CR3 例

(5.7%)，PR 27 例(50.9%)，SD10 例(18.9%)，PD13 例(24.5%)，治疗有效率(CR+PR)为 56．6％

(30/53)；53 例患者的总体中位生存期为 14 个月，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治疗方法、AFP 值、放

疗反应、腹腔淋巴结转移及癌栓类型的（P 值依次为 0.008，0.012，0.000，0.000，0.000)对肝癌

伴门静脉癌栓的患者预后有密切关系。其中 3DCRT 组和 TACE+3DCRT 组分别为：10 个月和 24

个月。两组的各层癌栓中位生存时间，癌栓位于门脉主干（PVTT）的患者 23 例（43.4%），中位

生存期为 9 个月(95%CI 7.43–10.57 months)。位于下腔静脉及分支的（IVCTT）癌栓患者 30 例

（56.6%），中位生存时间为 24 个月(95% CI, 20.04-27.96 months)。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腹腔

淋巴结转移及治疗疗效（P 值依次为 004，001）是患者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三维适形放疗对肝癌伴门脉癌栓的患者有较好的治疗疗效，尤其对位于下肢静脉或小分支的

静脉癌栓患者。淋巴结是否转移及治疗疗效是影响患者生存率的主要因素。 

 
 
PG-002 

原发性肝癌合并门静脉/下腔静脉癌栓的调强放疗疗效分析 
 

李广欣 黎功 李景喆 张建忠 朱露娟 周洁 

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三医院 100141 

 

目的  观察调强放疗（IMRT）治疗肝细胞癌合并门静脉/下腔静脉癌栓的效果及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 2013-2015 年在我院放疗中心接受 IMRT 的 41 例肝细胞癌合并门静脉癌栓患者，

放疗物理剂量 40Gy～72Gy，等效生物剂量（BED）48Gy～94Gy。观察其近期、远期疗效，

Logrank 法进行单因素分析，Cox 模型进行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  全组患者治疗毒性轻微，≥2 级消化道反应、血液学毒性及放射性肝损伤发生率分别为

29.3%，26.8%，14.6%。放疗后 CR,PR,SD,PD 者分别为 29.3%，31.7%，39.0%，和 0.0%，客

观有效率 61.0%。全组患者 1 年生存率 34.1%，中位生存期 11 个月。单因素分析中 Child-Pugh

分级、治疗后 AFP 水平、治疗前胆碱酯酶水平是影响预后的因素（P=0.012,0.004,0.001）。 

结论  IMRT 是治疗肝细胞癌合并门静脉癌栓的一种有效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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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003 

Does contrast-enhanced CT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for 

liver in radiomics study 
 

胡盼盼 王佳舟 钟浩宇 周震 申丽君 胡伟刚 章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We want to investage the radiomics features in liver with or without contrast CT and to analyze 
whether contrast-enhanced CT can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for liver in radiomics study. 166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all patients received a non-contrast CT 
scan and a contrast-enhanced CT scan of chest protocol after radiotherapy. The liver was 
distinguished and segmented by an experienced radiation oncologist. 206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in our study. Concordanc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calcul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volume normalized features and liver damage was also 
examined. About half of features from non-contrast CT images have a strong correlation to the 
contrast-enhanced CT images. The AUC values of the ROC curves of the liver damage prediction 
model were 0.72 and 0.52 for non-contrast CT and contrast-enhanced CT. It obsearved that non-
contrast CTs are more suitable for liver in radiomics study. 
 
 
PG-004 

肝细胞癌陀螺刀放疗的预后因素分析 
 

崔亚云 

安徽省立医院放疗科 230001 

 

目的 探讨陀螺旋转式 60Co 立体放射治疗系统对不适合局部治疗或外科手术治疗的肝细胞癌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患者治疗的近期及远期疗效分析。 

方法 自 2010 年 8 月至 2014 年 12 月，安徽附属省立医院西区肿瘤放疗科应用陀螺刀治疗符合入

组条件的 63 例不能手术或不愿手术的 HCC 患者，平均年龄 58 岁,放疗平均剂量 3614.84cGy，单

次剂量 240cGy- 500cGy 不等，每周 5 次，2～3 周内完成。对其近期疗效、毒副作用、生存期及

预后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所有患者随访资料完整，放疗后三个月复查 63 例患者中完全缓解 29 例（46.0%），部分缓

解 23 例（36.5%），无变化 9 例（14.3%），病情进展 2 例（3.2%），总有效率为 82.5％，随访

一年局部控制率为 84.1%。无 4 级血液、消化道、肝功能毒性。患者半年、1、2 年生存率分别为

83.9%（51/63），54.8%（30/63）， 20.2%（7/63），中位生存期 450 天（15 个月）。单因素

分析显示, 与总生存相关的因素有 ECOG、肿瘤最大直径、门静脉癌栓、照射总剂量、肝功能 child

分级和 AJCC 分期 (P<0.05)；进一步行多因素分析，提示 ECOG (P=0.012, Wald=6.292) 和肝功

能 child 分级(P=0.000，Wald=34.602 )二个因素与生存密切相关。 

结论 我们研究显示陀螺刀治疗肝细胞癌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其治疗相关近期副作用可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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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005 

不能手术局部胃癌同期放化疗结合放疗前后化疗的 II 期 

临床研究 
 

颜歌 陈廷锋 刘勇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01620 

 

目的  评价同步放化疗（CCRT）结合放疗前后化疗治疗不能手术无远处转移胃癌的有效性和可行

性。 

方法  入组标准为 PS 评分 0-2 分，有手术禁忌症不能手术、手术不能切除及拒绝手术的局部胃癌

患者。放疗前后分别给以两周期 DCF 化疗（多西他赛 37.5 mg/m2 d1,8，顺铂 25 mg/m2 d1-3，

5-FU 750 mg/m2 d1-5，持续滴注），21 天为一周期。同步放化疗从治疗的第 43 天开始，采用

IMRT （50.4 Gy/28Fx），同时予以多西他赛放疗增敏（20 mg/m2/周，共六周）。 

结果  共 36 名患者入组。临床完全缓解（cCR）率为 36%（95%可信区间[CI]，19-53%），总有

效率为 83%（95% CI，75-97%）。肿瘤≤5cm 患者的 cCR 率显著高于肿瘤>5cm 者（54% vs. 0, 

P = 0.002）。中位生存时间和 3 年生存率分别为 25.8 个月（95%CI，7.1-44.5 月）和 42%（95% 

CI，23-59%）。cCR 患者总生存期（P = 0.004）和无进展生存率（P = 0.003）均显著优于 non-

cCR 患者。放疗前后化疗最常见的 3 级或 3 级以上毒副反应为中性粒细胞减少（22%）。CCRT

过程中最常见的 3/4 级毒副反应为恶心（31%）、呕吐（26%）、胃炎（22%）、疲乏（20%）及

厌食（17%）。 

结论  CCRT 加放疗前后化疗治疗不能手术局部胃癌是有效的和可行的，值得进一步临床研究。 

 
 
PG-006 

抗病毒治疗在消化道肿瘤合并乙肝病毒感染患者放疗中肝功能保

护作用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周永涛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探讨研究抗病毒治疗在消化道肿瘤合并乙肝病毒感染患者放疗中对患者肝功能的保护作用以

及对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择符合标准的 30 例消化道肿瘤合并乙肝病毒感染患者，在进行放射治疗的同时给予恩替卡

韦治疗乙肝病毒感染。比较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HBV-DNA 定量、Child-Pugh 分级、MELD

评分以及生活质量。 

结果  治疗后，患者 ALT、AST 与 HBV-DNA 水平分别为(51.1±7.4)U/L、(48.6±7.3)U/L、

(5.01±1.35)log copies/ml，均显著性低于治疗前的(72.6±9.1)U/L、(61.3±8.4)U/L、(6.44±1.12)log 

copies/ml（P＜0.05）；Child-Pugh 分级 A 级为 56.7%，显著性高于治疗前的 23.3%（P＜

0.05）；B 级为 30.0%，显著性低于治疗前的 60.0%（P＜0.05）。治疗后，患者的 CRP、

PMN、WBC 与 MELD 均显著性低于治疗前（P＜0.05）；患者躯体功能、症状/副作用和总体生活

质量均显著性高于治疗前（P＜0.05）。 

结论  对于消化道肿瘤合并乙肝病毒感染患者，在进行放疗过程中，通过使用恩替卡韦进行抗病毒

治疗能够起到明显的肝保护作用，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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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007 

放化疗联合恩度持续泵入治疗晚期胰腺癌的临床研究 
 

邸玉鹏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肿瘤放疗科 100142 

 

目的 探讨放化疗联合恩度持续泵入对晚期胰腺癌患者的治疗价值。 

方法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1 月共收治 19 例初治胰腺癌且放疗后随访资料完整。根据 2002AJCC

分期， IV 期。全组均采用螺旋断层放疗。统计患者的近期疗效（CR+PR）和中位生存时间

（MST）。 

结果  该组患者的近期疗效（CR+PR）47.3%和中位生存时间为 7.1 月。多因素预后分析（COX 分

析）显示，KPS 评分（≤70 vs. >70）、CA199 水平（≤430 vs. >430）、放疗前 NLR（ ≤5 

vs. >5） 与本组患者放疗后生存有关（P<0.05）。 

结论  恩度持续泵入安全，毒副反应少。放化疗联合恩度持续泵入治疗晚期胰腺癌有效。 

 
 
PG-008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联合三维适形放疗与单纯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治

疗进展期肝细胞癌的疗效对比研究 
 

蔡述华 吴君心 程文芳 陈娜 王立峰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评价经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联合三维适形放疗(3D-CRT)与单纯 TACE 治疗进展期肝细胞癌

的疗效。 

方法 从 2008.1.1 到 2014.12.31 福建省肿瘤医院放疗科治疗的 74 例进展期肝癌入组研究，其中 37

例接受 TACE 联合 3D-CRT 治疗，另 37 例接受单纯 TACE 作为对照。联合治疗组 TACE 在放疗前

或放疗后进行，每次 TACE 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4 到 6 周。放疗处方剂量是 95% PTV45-60 Gy / 

15-30 次/ 3-6 周。 

结果 在联合治疗组，在放疗前平均接受了 2.4（范围：0-10）疗程的 TACE 及放疗后平均 0.6 (范

围：0-4)疗程的 TACE，在 TACE 组平均接受了 3.6 (范围：2-8)疗程的 TACE。联合组中位生存

25.0 个月(95%CI: 18.5-31.5)，而 TACE 组中位生存 19.0 个月 (95%CI: 18.0-20.0)，联合组与

TACE 组的 1,2,3,5 年生存率分别为 94.6％,52.4％,38.8％,28.8％ 与 73.0％, 

32.4％,18.9％,0.081％ (x2=4.704,p=0.0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联合组与 TACE 组的中位无进展

生存时间分别为 7.0 个月(95%CI: 5.3-8.7）与 5.0 个月 (95%CI: 3.0-7.0)， (x2=5.258，p=0.02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表明：门脉癌栓(p=0.010)、治疗分组(p=0.029)与预后相关。  

结论 在进展期肝细胞癌的治疗上，TACE 联合 3D-CRT 比单纯 TACE 能取得更好的疗效，联合组

提高了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与总生存时间。 

 
 
PG-009 

RNF2 调节盐诱导蛋白激酶 1 (SIK1)对人肝癌细胞的作用及其 

机制研究 
 

曲超 曲雅勤 姜新 董丽华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52 

 

目的 探讨 RNF2 调节盐诱导的蛋白激酶 1 (SIK1)在人肝细胞癌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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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选用肝细胞癌细胞株(Hep3B, and HepG2, SMMC7721, MHCC97H, HCCLM3 and 

Huh-7) ，实验分为三组：正常组，过表达 RNF2 组和敲低 RNF2 组，采用免疫组化技术，细胞划

痕实验，琼脂糖集落细胞形成实验，流式细胞技术，泛素化测定，qRT-PCR，GST pulldown，裸

鼠肝癌转移模型等技术来检测；1.观察 SIK1 与 RNF2 的关系；2.观察 RNF2 对肝癌细胞增殖的影

响；3.观察 RNF2 与细胞周期的关系；4.观察 RNF2 是否与肝癌细胞的侵袭和转移有关。 

结果 1.RNF2 与 SIK1 在人肝细胞癌组织及细胞中表达呈负相关；2.RNF2 促进肝细胞癌的生长、

侵袭和转移；3.RNF2 通过泛素化降解 SIK1，实现促肝癌发生发展的作用；4.RNF2 基因与肝癌患

者预后显著相关。 

结论 RNF2 在肝细胞癌中作为一个癌基因，通过泛素化降解 SIK1，促进肝癌的发生及发展。RNF2

可作为临床判断肝癌患者预后的一个重要肿瘤标志物，拟为肝癌的靶向治疗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PG-010 

胰腺癌调强治疗计划（IMRT）和三维适形治疗计划（3DCRT）的

剂量学比较 
 

赵康康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目的   通过对比研究胰腺癌三维适形放射治疗（3D-CRT）计划和调强放射治疗（IMRT）计划的靶

区受照剂量、剂量均匀性和危及器官受量的剂量学差异，确定更适合胰腺癌的放射治疗方式。  

方法   回顾分析从 2013 年 2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就诊于我院并接受放射治疗的 10 例胰腺癌患者

为研究对象，并根据其同一 CT 模拟定位图像，使用 Varian Eclipse 计划系统，分别对每例患者设

计 3D-CRT 计划和 IMRT 计划。这其中计划靶区的处方剂量均为：2Gy/次/日，共 60Gy/30F。为了

减少 3D-CRT 计划中射野数目不同带来的影响，均设计为五野等中心照射，并要求 3D-CRT 计划

中 100%的等剂量曲线包绕 90%的 PTV，IMRT 计划中 100%的等剂量曲线包绕 95%的 PTV。根据 

RTOG 标准限制危及器官剂量：小肠 V40＜65%，脊髓 Dmax＜40Gy，肾脏 V20＜20%，胃 V30

＜30%，优化权重由物理师根据具体情况配置。计划完成后通过配对 t 检验比较两种计划的靶区均

匀性指数及危及器官（肝脏、双肾、小肠、胃、脊髓）的剂量分布差异来确定更适合胰腺癌的放射

治疗方式。 

结果  1.调强放射治疗（IMRT）计划与三维适形放射治疗（3D-CRT）计划（五野）的剂量分布均

匀性无明显差异。2.调强放射治疗（IMRT）计划与三维适形放射治疗（3D-CRT）计划（五野）相

比能提高临床靶区的高剂量受照区域。3.调强放射治疗（IMRT）计划和三维适形放射治疗（3D-

CRT）计划（五野）相比，其危及器官中肾脏和小肠的高剂量受照体积较低，而肝脏、脊髓和胃的

受照剂量无明显差异。  

结论  调强放疗计划的靶区剂量均匀性和三维适形治疗计划相比无明显差异。调强放疗计划在提高

靶区剂量的同时，还能有效地降低部分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 

 
 
PG-011 

放疗对肝癌合并门静脉、下腔静脉癌栓的疗效观察 
 

田芹 

济南军区总医院  

 

目的  本研究旨在评价三维适形放疗（3DCRT）治疗肝癌伴门脉癌栓或下腔静脉癌栓的疗效。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自 2008 年 9 月至 2014 年 2 月份 53 肝癌患者。均为不能切除的原发性

肝癌伴门脉癌栓和或下肢静脉癌栓的的患者。其中有 24 例（45.3%）患者为门脉主干癌栓，有 29

例（54.7%）患者为下肢静脉癌栓或小分支癌栓。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353 

 

行三维适形放射治疗，大体肿瘤靶区包括癌栓原发灶和癌栓，使 90％的等剂量曲线覆盖 PTV，中

位剂量为 42Gy（30-60Gy），分割剂量为 2Gy/次，5 次/周。放疗后随访，用 Kaplan-Meier 法进

行生存分析，并对患者的性别、年龄、治疗方法、癌栓类型、AFP 值、肿瘤大小、放疗剂量等检验

进行单因素分析和 COX 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近期疗效，放疗后 1 个月复查上腹部 CT 或者 MRI 评价肿瘤的近期疗效，原发灶 CR3 例

(5.7%)，PR 27 例(50.9%)，SD10 例(18.9%)，PD13 例(24.5%)，治疗有效率(CR+PR)为 56．6％

(30/53)；53 例患者的总体中位生存期为 14 个月，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治疗方法、AFP 值、放

疗反应、腹腔淋巴结转移及癌栓类型的（P 值依次为 0.008，0.012，0.000，0.000，0.000)对肝癌

伴门静脉癌栓的患者预后有密切关系。其中 3DCRT 组和 TACE+3DCRT 组分别为：10 个月和 24

个月。两组的各层癌栓中位生存时间，癌栓位于门脉主干（PVTT）的患者 23 例（43.4%），中位

生存期为 9 个月(95%CI 7.43–10.57 months)。位于下腔静脉及分支的（IVCTT）癌栓患者 30 例

（56.6%），中位生存时间为 24 个月(95% CI, 20.04-27.96 months)。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腹腔

淋巴结转移及治疗疗效（P 值依次为 004，001）是患者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三维适形放疗对肝癌伴门脉癌栓的患者有较好的治疗疗效，尤其对位于下肢静脉或小分支的

静脉癌栓患者。淋巴结是否转移及治疗疗效是影响患者生存率的主要因素。 

  
 
PG-012 

螺旋断层放疗胰腺癌患者 ArcCHECK 剂量验证结果分析 
 

朱夫海 吴伟章 王勇 任刚 康晓黎 王颖杰 夏廷毅 

空军总医院 100142 

 

目的  应用旋转照射剂量测量仪（ArcCHECK）对胰腺癌患者的螺旋断层放疗(TomoTherapy)计划

进行剂量验证，比较同一通过标准不同分析方法的剂量验证通过率差异。 

方法  回顾分析在我科行螺旋断层放疗的 90 例胰腺癌患者，对 ArcCHECK 剂量验证结果分别采用

DTA(Distance To Agreement)分析法和 γ 分析法进行通过率分析，并对不同通过标准（3%，

3mm，10%和 2%，2mm，10%）的通过率行配对 t 检验比较。 

结果  选择 3%，3mm，10%标准，所有患者的 DTA 通过率为 98.62%±1.71%、γ 通过率为

99.28%±0.89%；增加标准为 2%，2mm，10%，所有患者的 DTA 通过率为 93.63%±5.61%、γ 通

过率为 95.51%±4.04%。对同一通过标准，采用 DTA 分析法和 γ 分析法的通过率行配对 t 检验，

结果表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01, p<0.0001)。 

结论  所有患者的剂量验证通过率均在临床允许范围以内，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其验证结果有一

定的差异，临床中仍应探讨分析方法的本质才能更加客观的评价验证结果。 

 
 
PG-013 

High BED palliative radiotherapy for different types of 

tumor thrombosis might affect the long-term pro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ong Yaping,Peng Qing-qin,Le Yu-yin,Lin Xiao-yi,Lin Pei-cheng,Li Jin-luan,Wu Jun-xin 
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350014 

 

Objectives  Tumor thrombosi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s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this study, we highlighted the type of tumor thrombosis and identified the prognostic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ong-term survival outcomes in HCC patients with tumor thrombosis.  
Methods  Eighty patients diagnosed as HCC with tumor thrombosis between May 2006 and April 
2014 were enrolled. Age, gender,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laboratory findings, tumor thromb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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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 radiotherapy method, biologically effective dose (BED) and primary treatment method were 
analyzed to identify prognost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overall survival (OS) rates.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SPSS, version 19.0 (SPSS, Inc, Chicago, IL).  
Results  The median follow-up is 24 months (range, 6 to 90). Of all patients, the estimated 1-, 3- 
and 5-year overall survival rates were 77.6%, 37.6% and 18.8%, respectively. Gender (P<0.001), 
radiotherapy method (P=0.002), BED (P=0.042), tumor thrombosis types (P=0.001) and total 
bilirubin (P=0.039)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urvival in univariate analysis. Furthermore, 
the significa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overall survival in Cox proportional-hazards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gender (P<0.001), radiotherapy method (P=0.004), BED (P=0.004) and tumor 
thrombosis types (P=0.001). The median survival in the patients with tumor thrombosis types 

ranging fromⅠto Ⅳ were 42, 31, 19 and 17 months,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Long-term follow-up of HCC with tumor thrombosis suggestsed poor outcomes. 
Gender, radiotherapy method, BED and tumor thrombosis types seemed to affect the OS and a 

stepwise decreasing in survival was observed with tumor thrombosis types ranging fromⅠto Ⅳ.  

   
 
PG-014 

肿瘤内缓释半抗原结合化药诱导免疫疗法±放疗治疗晚期胰腺癌

的临床疗效及生存期观察 
 

于保法
1,2,4

 高峰
1
 张效民

2
 井鹏

3
 刘健

3
 车业兵

2
 

1.北京保法肿瘤医院 

2.济南西城医院 

3.泰美宝法肿瘤医院 

4.美国新生命肿瘤中心 

 

目的  目前免疫治疗已经成为肿瘤治疗的热点趋势，单独免疫治疗效果并非令人满意，而免疫治疗

结合化疗或放疗成为一种新趋势，本研究是在影像引导经皮穿刺影像引导经皮穿刺，实现超微创精

准个体化肿瘤内缓释半抗原结合化药诱导免疫疗法（UMIPIC）±放疗治疗晚期胰腺癌的临床疗效及

生存期，探讨 UMIPIC 包裹免疫治疗±放疗治疗晚期胰腺癌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择 2006 年 7 月至 2012 年 12 月在我院治疗的晚期胰腺癌患者 75 例进行研究，其中 29 例

患者（U 组）采用 UMIPIC 疗法治疗，即在单纯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将化疗药物（平阳霉素）+半

抗原+氧化剂压力注射到胰腺肿瘤内部，所有患者药液均弥散均匀；46 例患者（UR 组）在

UMIPIC 治疗后采用直线加速器放射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和中位生存时间、1 年生存率。 

结果  U 组患者 CR0 例，PR0 例，SD29 例，临床受益率 100%；UR 组 CR0 例，PR2 例，SD44

例，临床受益率 100%。U 组平均生存时间（17.41±14.57）月，中位生存时间 15 个月；UR 组平

均生存时间（9.28±13.19）月，中位生存时间 6 个月，两组中位生存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U 组 6 个月生存率 75.86%，一年生存率 55.17%；UR 组 6 个月生存率为 52.17%，

一年生存率为 17.39%；U 组 6 个月生存率、一年生存率均高于 UR 组（p 均＜0.05）。 

结论  UMIPIC 疗法治疗后联合放射治疗会降低治疗效果，考虑可能与放射治疗可抑制 UMIPIC 疗

法治疗过程中的免疫诱导有关，详细机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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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015 

胃癌术后患者辅助三维适形放疗及调强放疗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于宗民 周福祥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目的 对比研究胃癌术后患者辅助三维适形放疗（3D-CRT）和调强放疗（IMRT）对患者预后的影

响。 

方法  选取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放化疗科接受胃癌术后辅助放疗的患者，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病

例入组，根据放疗方式将患者分为三维适形放疗组（3D-CRT 组）和调强放疗组（IMRT 组），收

集患者临床资料，随访患者术后辅助放疗后肿瘤复发转移、患者生存等情况。通过统计分析软件

SPSS 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肿瘤转移率、局部控制率和患者生存期。 

结果 本研究截止目前总共纳入 152 例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病例，其中，3D-CRT 组，纳入病例

总数 102 例，包括男性 68 例，女性 34 例，平均年龄（53.5±11.4）岁，中位随访时间为 49.3 月

（9.0 月～144.2 月）；IMRT 组，纳入病例总数 50 例，包括男性 33 例，女性 17 例，平均年龄

（52.1±9.3）岁，中位随访时间为 27.0 月（6.8～46.3 月）。两组患者在临床资本资料和肿瘤学特

征资料方面无统计学差异。在肿瘤转移率方面,分析结果显示两组病例在肿瘤转移率方面无统计学

差异(P=0.098)；在患者生存期方面，分析结果显示两组病例在无进展生存期(P=0.086)和总生存期

（P=0.091）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但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随访时间延长，两组的累积生存曲线有

逐渐分开的趋势。在肿瘤局部控制率方面，分析结果显示两组病例在肿瘤局部控制率方面无统计学

差异（P=0.623）。 

结论 与三维适形放疗相比，调强放疗具有更好的靶区剂量分布、适形度以及均匀性，同时还能降

低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本研究在对比胃癌术后辅助三维适形放疗和调强放疗患者的肿瘤转移率、

肿瘤局部控制率和患者生存期后发现，调强放疗相对于三维适形放疗在短期内对于患者的预后并没

有明显的改善，但因为调强放疗组患者的随访时间相对较短，所以本研究的结果仍需大规模的临床

研究进一步证实。 

 
 
PG-016 

多态性位点 rs9642880（G/T） 可作为肝癌放疗后的预后指标 
 

赵小梅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近年来随着放射诊疗技术及设备的不断进步，放射治疗已成为一种有效的肝癌非手术治疗方

法。但仍有部分放射敏感性不高的患者出现放疗效果不佳的状况。对放射线的敏感性因人而异，而

且这种个体差异常常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本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基因筛查找出能够指示肝癌放疗预

后的基因指标。 

方法  本研究通过从放疗肝癌病人的血液中提取 DNA，并且用 PCR-RFLP（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聚合酶链反应）的方法对可能的相关基因进行筛查。 

结果  发现的位于染色体 8q24 区域的多态性位点 rs9642880 G/T （相距 C-MYC 基因位点 30kb 左

右）与肝癌放疗后的预后情况显著相关。在检测 的 102 例病人中出现 GG 基因型 39 例，GT 基因

型 48 例，TT 基因型 15 例。相比 GG 基因型（中位生存期为 26 个月），GT+TT 基因型生存率显

著降低（中位生存期为 15 个月）logrank  检验显示 P=0.0062 。 

结论  综合上述结果，我们认为 rs9642880G/T 可作为指示放疗后肝癌病人的预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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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017 

介入后三维适形放疗联合热疗治疗中晚期肝癌的临床研究 
 

王卓敏 李迎春 

解放军第 452 医院 610000 

 

目的  探讨肝动脉灌注栓塞化疗（TACE）后进行三维适形放疗联合热疗治疗中晚期肝癌的疗效。 

方法 70 例中晚期原发性肝癌患者随机分成 2 组：联合治疗组先行 TACE 治疗，3 周后行三维适形

放疗，2.0~2.4Gy/次，5 次/周，总剂量 45~55Gy，同时配合热疗；对照组仅行 TACE 治疗联合三

维适形放疗。观察两组近期疗效，生存率及不良反应差异。 

结果  两组患者均完成治疗，联合组近期有效率达 85.7%（30/35），2 年生存率 57.1%，较对照组

均有显著提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 年生存率联合组 77.1%，高于对照组

（6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TACE 联合放疗及热疗三联疗法治疗中晚期肝癌疗效较好，不良反应可耐受。  

 
 
PG-018 

胰腺癌射波刀治疗前 CT 定位增强扫描时间优化研究 
 

孟鸿宇
1,2

 张火俊
1
 江林宫

1,2
 陈迪

1,3
 张瑜

2
 陈樱

1
 伏少华

1
 居小萍

1
 张晓青

1
 

1.上海长海医院放射治疗科 

2.上海长海医院影像医学科 

3.第二军医大学转化医学院肿瘤研究所 

 

目的  探讨胰腺癌在进行行射波刀治疗前 CT 模拟定位增强扫描的最优延迟时间，并分析此时间点

靶区勾画与各评分指标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  使用 Philips16 排大孔径螺旋 CT 定位机对拟行射波刀治疗的 120 例胰腺癌患者随机分

为三组进行增强扫描，其中 A 组延迟时间为：25s、45s 和 65s，B 组延迟时间为：30s、50s 和

70s，C 组延迟时间为：35s、55s 和 75s。扫描完成后根据图像质量评分表由三名副高职以上放疗

科医生分别进行评分。采用随机截距发展模型、Sidak 法及单因素方差分析法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从而得出胰腺癌射波刀治疗 CT 模拟定位增强扫描的最优延迟时间。同时采用 Pearson 法分析此时

间点时靶区勾画与各评分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肿瘤边界、腹膜后淋巴结及十二指肠显示情况及靶区勾画把握度大小在 45s 与 65s、50s 与

70s、55s 与 75s 的图像评分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但分别高于同组内的 25s、30s、35s

时的评分（P<0.0001），因此最佳扫描时间范围为 50s-65s，且 55s 时靶区勾画把握度的均值最

高（3.91±0.50），与肿瘤边界、十二指肠、腹膜后淋巴结显示情况及是否需要参考影像学检查均

有一定的相关性，其中与肿瘤边界呈明显正相关（r=0.9144，P<0.0001），与是否需要参考影像

学检查呈明显的负相关（r=-0.9263，P<0.0001）。 

结论  胰腺癌射波刀治疗前 CT 定位增强扫描建议延迟时间为 50s-65s，评分值最优时间点为 55s，

靶区勾画的把握度与肿瘤边界显示情况呈明显正相关，与是否有必要参考影像学检查呈明显负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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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019 

中晚期肝癌介入联合放疗的临床研究 
 

肖天林 

湖北省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通过单纯介入治疗中晚期肝癌与介入联合三维适形放疗对比，来研究介入联合三维适形放疗

治疗中晚期原发肝癌的疗效。 

方法  2010 年 3 月至 2015 年 5 月对确诊的 57 例中晚期原发肝癌患者，随机分为单纯介入组及介

入联合三维适形放疗组。介入组 30 例，联合组 27 例。介入组采用经导管动脉化疗及栓塞，经皮

股动脉穿管，根据肿瘤部位插管至肝固有动脉或左、右肝动脉。灌注化疗药。联合组先 TACE 治

疗 2 次后再局部三维适形放疗( 3D － CRT) ，放疗总剂量为 Dt52GY －62GY。治疗 3 个月后影像

学复查疗效。 

结果  介入组 CR 0 例，PR 20 例，NC 8 例，PD 2 例，CR + PR 为有效，有效率为 66． 7%; 联

合治疗组 CR 2 例，PR 18 例，NC 6 例，PD 1 例，有效率为 74． 1%，P =0． 049。远期观察: 

介入组及联合组 0． 5，1，2 年生存率分别为 66． 7%，53． 3%，43． 3%; 88． 9%，

70． 7%55． 5%( P =0． 023) 。所有病例均顺利治疗结束，未出现治疗中断退出。 

结论  介入联合三维适形放疗治疗能提高中晚期原发肝癌疗效，没有明显增加不良反应。 

 
 
PG-020 

TOMO 治疗局限期原发性肝癌伴乙肝感染患者发生放射性肝损伤

的预测因素分析 
 

吴莉莉 张建英 曾昭冲 胡永 侯佳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寻找局限期原发性肝癌伴乙肝感染患者接受螺旋断层放射治疗（Helical Tomotherapy）后出

现放射性肝损伤的预测因素，为螺旋断层放射治疗放疗计划制定提供指导。 

材料和方法 回顾分析 2011 年 6 月到 2015 年 6 月在本中心共 116 例接受螺旋断层放射治疗的局限

性原发性肝癌伴乙肝感染的患者。其中男性 92 例（79.3%），女性 24 例（20.7%）放疗中位剂量

为 55Gy/20Fx（（28.6-68Gy）/1.9-4.5Gy（11-30 次））。排除放疗后其他治疗，肿瘤进展以及

乙肝活化引起的肝功能下降情况，如果患者放疗期间及放疗结束 3 个月内 Child 分级增加 2 分及以

上则认为存在放射性肝损伤。统计患者性别、年龄、PS 评分、肝硬化转态、是否有癌栓、AJCC

分期、肿瘤治疗病史等，以及放疗计划中放射治疗靶区体积（PTV）、正常肝组织受照射体积、正

常肝组织平均受照射剂量，根据 Son 等研究结果，取正常肝组织 α/β=8，换算 VBED5（正常肝接

受的等效生物剂量≥5Gy 的体积百分比）、VBED10、VBED15、VBED20、BED25、VBED30、

VBED35 数值，应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判断哪几个指标与放射性肝损伤的发生相关。 

结果 根据本研究标准，56 例患者（48.3%）发生可放射性肝损伤。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年龄、肿

瘤 AJCC 分期、PTV，正常肝组织平均剂量，除 VBED10 外的 VBED5 到 VBED35 均为影响因素

(p< 0.005)。多因素分析显示患者年龄和 VBED25 为影响因素 (p <0.005), 当患者年龄小于 50 岁，

或者 VBED25≥25.6%时，放射性肝损伤的几率增加。 

结论 如果患者年龄小于 50 岁，则患者发生放射性肝损伤的机会增加。在螺旋断层放射治疗局限期

原发性肝癌时，控制 VBED25＜25.6%可降低发生放射性肝损伤的机会。根据本研究绘制的 DVH

曲线可指导螺旋断层放射治疗计划的制定，增加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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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021 

血管肉瘤临床单中心治疗分析 
 

张敏 高献书 马茗微 李晓颖 亓昕 李洪振 刘凌 秦尚彬 于世平 周刚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分析血管肉瘤治疗后的生存情况及影响预后的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 1988—2015 年间本院收治的经病理证实有完整随访资料的 30 例血管肉瘤患者资

料。综合治疗 18 例，其中手术＋放疗 9 例、手术＋放疗＋化疗 4 例、手术＋化疗 5 例；非综合治

疗 12 例，其中单纯手术 11 例、单纯放疗 1 例。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并 Logrank 法检验，

Cox 模型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 1、2、5 年样本量分别为 29、26、18 例。1、2、5 年 OS 率分别为 70.1%、49.1%、

40.9%，LRFS 率分别为 52.8%、44.0%、35.2%，DMFS 率分别为 81.6%、68.0%、56.7%。单因

素分析显示发病部位、肿瘤大小、分期、初次治疗后有无肉眼肿瘤残留与 OS 相关（P=0.027、

P=0.027、P=0.011、P=0.000）；Ⅰ、Ⅱ期患者综合治疗较单一治疗者 LR 率低（P=0.006）；性

别、年龄、分期、发病部位与 DM 相关（P=0.028、P=0.011、P=0.015、P=0.022）。 

结论 血管肉瘤 LR 和 DM 率高，预后差，应早诊断、早治疗；对Ⅰ、Ⅱ期患者也应进行综合治疗

（手术＋放疗±化疗），预后因素包括发病部位、肿瘤大小、分期、初次治疗后有无肉眼肿瘤残

留。 

 
 
PG-022 

3DCRT 联合鸦胆子油软胶囊治疗原发性肝癌的疗效观察 
 

王宝军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730913 

 

目的 研究 3DCRT 联合鸦胆子油软胶囊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价值。  

方法 采用 6mV 能量 X 线直线加速器对 28 例中晚期肝癌进行 3DCRT 同时口服鸦胆子油软胶囊每

日两次，每次 4 粒。 

结果  3 个月时肿瘤完全缓解（CR）率为 17.9%（5/28），部分缓解（PR）率为 71.4%，

(20/28)，无变化（NC）率为 7.1%（2/28），进展（PD）率为 3.6%（1/28），总有效率为

96.4%。4 例门脉癌栓的 CR 率为 75%，总有效率为 100%。生活质量提高 82%，稳定 12%，减低

6%。1、2、3 年生存率分别为 75%、43%、28%。 

结论  用 3DCRT 联合鸦胆子油软胶囊治疗不能手术的中晚期肝癌临床疗效显著，同时也是治疗门

脉癌栓的一种有效方法；并可改善患者的体力状况及降低骨髓毒性，提高生活质量，毒副反应较

轻，具有应用前景和研究价值。 

 
 
PG-023 

肝癌术后肝内不同部位移动度研究 
 

赵雨婷 王维虎 陈波 程书蕙 李晔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100021 

 

目的  对于原发部位不同的肝癌术后患者，测量术后瘤床区放置的金属标记的移动度，并评价其与

膈肌移动度之间的关系。 

方法  肝癌术后患者，在仰卧位、平静呼吸条件下，采用热塑模进行体位固定，然后进行 4D 模拟

CT 扫描。在 Pinnacle 计划系统中，分别于 O％-90％时相中确定各金属标记和膈肌的几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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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各金属标记和膈肌的移动度。为了便于分析不同部位的移动度，将患者 CT 图像中的肝脏体积

分为右上、右中、右下、肝门和左叶五部分，肝门部定义为肝门血管周围 3cm 区域，其余肝脏以

镰状韧带为界分为左、右两部分，然后将右叶在头脚方向自上而下均分为上、中、下 3 部分。 

结果  对 30 例肝癌术后患者，共 125 枚金属标记在头脚方向的移动度进行分析，其中位于右上叶

的标记移动度最大（7.5±1.6mm），明显大于右中叶（5.7±2.8mm，P=0.019）、右下叶

（4.8±3.3mm，P=0.017）和肝门区（4.7±2.7mm，P=0.000）。膈肌在头脚方向的移动度为

7.6±1.9mm。膈肌移动度仅与位于右上叶标记的移动度一致性良好，其组内相关系数为 0.915

（95%CI 0.806-0.963），且膈肌与右上叶标记的移动度差异最小，两者差异均值为 0.1±0.8mm。 

结论  肝癌术后肝内不同部位的移动度不同，对于肝癌术后放疗的患者，应根据病变所在部位的不

同，给予不同的外放边界形成内靶区；只有靶区位于右上叶时，直接利用膈肌作为其移动度的替代

才是合适的。 

 
 
PG-024 

新型放化疗联合个体化特异性免疫细胞整合治疗模式对晚期胰腺

癌的疗效研究 
 

刘芹 孔炜伟 孟凡岩 沙慧子 陈仿军 吕青 邹征云 刘宝瑞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背景  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起病隐匿，具有明显的局部侵犯和远处转移特点，大部

分病人确诊时即处于晚期，失去手术机会，预后极差。局部晚期不可切除的胰腺癌，生存时间通常

只有 6-11 月，转移性胰腺癌生存期平均 5-9 月。单药吉西他滨已成为晚期胰腺癌的标准一线化疗

方案，但客观缓解率和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仍然很低。吉西他滨与其他药物联合方案也只显示出微

弱的优势，因此晚期胰腺癌的治疗仍十分艰难。 

目的  观察放化疗联合个体化特异性免疫细胞回输整合治疗模式对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复发转移性

胰腺癌的疗效、临床获益和毒性反应。 

方法  对 10 例初治的局部晚期和复发转移性胰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随访分析，所有患者至少接

受 2 个周期的吉西他滨化疗联合放疗、个体化特异性免疫细胞回输治疗：每周期第 0 天进行外周血

单个核细胞采集及个体化特异性抗原肽筛选，第 1、6 天行吉西他滨 1000mg/m2 静脉滴注，第 6

天行低剂量环磷酰胺 250mg/m2 静脉滴注调节肿瘤免疫微环境，第 7 天行个体化 DC 疫苗回输，第

12-15 天行个体化特异性免疫细胞回输。放疗模式：Ⅲ期胰腺癌，三维适形调强放疗模式，总剂量

50-66Gy，治疗第 1 天开始；Ⅳ期胰腺癌，广泛播散者，关键病灶采取三维适形调强放疗以缓解症

状，并释放肿瘤抗原，募集免疫活性细胞，协同生物治疗疗效。散在转移病灶者，在第 10 和 11 天

行 0.5Gy bid*2d 的低剂量放疗，促进免疫活性细胞归巢到肿瘤局部。三维适形调强放疗只在第一

周期时进行。在吉西他滨治疗期间口服维生素 D 提高肿瘤部位的药物浓度，在免疫细胞回输期间口

服二甲双胍促进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的活化、浸润，延缓其凋亡。  

结果  近期疗效：部分缓解（PR）2 例，稳定（SD）5 例，进展（PD）3 例，疾病控制率

（DCR）70%，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6.4 个月。100%（8/8）患者在治疗一周期后疼痛缓

解，66.7%（4/6）患者治疗一周期后食欲改善。血液学毒性发生率 40%，有两例患者发生Ⅰ-Ⅱ度

白细胞减少，两例患者发生Ⅲ-Ⅳ级血小板减少，三例患者出现吉西他滨相关的Ⅰ-Ⅱ度皮疹，以上

副反应经对症治疗后均可好转。无治疗相关的死亡。 

结论  化疗、放疗联合个体化免疫细胞回输的胰腺癌整合治疗模式，将化疗、放疗及免疫细胞治疗

独立的抗肿瘤效应及内在协同作用合理地发挥出来，有望提高晚期胰腺癌患者的疗效，延长生存时

间及改善生活质量，且不良反应可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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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025 

护理干预对螺旋断层放射治疗胰腺癌并发症的观察与分析 
 

张晓丹 赖芳芳 

空军总医院肿瘤放疗科 100142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螺旋断层放射治疗胰腺癌并发症的影响。 

方法  将 60 例行螺旋断层放射治疗的胰腺癌患者随机分成实验组 30 例和对照组 30 例。对照组实

施常规护理，实验组进行全程、系统的护理干预及指导。 

结果  实验组发生皮肤反应和疼痛的概率明显小于对照组，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的呕吐反应比较，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进行系统的护理干预能减少螺旋断层放射治疗胰腺癌的皮肤反应和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G-026 

γ 刀治疗 32 例胰腺癌患者的临床观察与护理 
 

陈俏 张晓丹 

空军总医院肿瘤放疗科 100142 

 

目的  探讨体部 γ 刀治疗中晚期胰腺癌患者的护理要点。 

方法  对体部 γ 刀治疗 32 例中晚期胰腺癌患者进行临床观察及护理。 

结果  γ 刀治疗 32 例胰腺癌患者治疗期间胃肠道反应 28 例（72.2%）经对症治疗后均按计划完成

治疗，治疗后患者上腹部及腰背部疼痛明显减轻 22 例（61.1%），减黄率 2 例（50%）。 

结论  体部 γ 刀治疗中晚期胰腺癌是较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护理人员在治疗前中后期给予患者正

确有效的指导并对治疗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因素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可提高治疗效果，降低死

亡率。 

 
 
PG-027 

不同放射治疗技术影响原发性肝癌预后的临床研究 
 

冯瑞 王仁本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研究目的  比较三维适形、静态调强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技术、螺旋断层放射治疗技术在肝癌治疗

中的剂量学差异，比较不同计划中能够保留正常肝脏的体积，评价不同放疗技术的优势与不足，通

过剂量学的分析研究来指导放射治疗技术的选择，判断和指导原发性肝癌的预后 

研究方法  收集山东省肿瘤医院 2010 年 6 月-2015 年 6 月收治的 HCC 手术无法切除的患者 60

例，详细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体重、KPS 评分、肿块位置、是否伴有其他

疾病等。根据不同放疗技术方式分为 CRT, IMRT 及两弧 RA 技术和 TOM 技术，分为四组，正常肝

组织定义为全肝减去 GTV 的体积，计划评估时仅统计正常肝脏受照剂量及体积。放射剂量 2Gy/

次，总剂量达 54Gy，5 天/周，1 次/天。分析不同放疗方式对原发性肝癌的预后影响。  

研究结果  分析不同放疗技术方式：CRT, IMRT 及两弧 RA 技术和 TOM 技术，剂量学分布，对周

围组织的影响，通过剂量学的分析研究来指导放射治疗技术的选择，判断和指导原发性肝癌的预

后。螺旋断层放疗（TOMO Therapy）最适合肝癌多靶区同时治疗，提高放疗剂量，有力保护肝脏

周围高危器官。减轻放疗反应，提高放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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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由于放疗导致的肝损伤以及全肝对放射线的耐受量较低，因此放射治疗对肝癌的应用受

到制约。螺旋断层放射治疗（TOMO Therapy），集 IMRT（调强适形放疗）、IGRT（影像引导调

强适形放疗）、DGRT（剂量引导调强适形放疗）于一体，是目前世界尖端的肿瘤放射治疗设备，

其独创性的设计以螺旋 CT 旋转扫描方式，结合计算机断层影像导航调校，突破了传统加速器的诸

多限制，在 CT 引导下 360 度聚焦断层照射肿瘤，可同时照射多靶区，较常规放疗和常规调强放疗

可实现适形度高得多的剂量分布，治疗范围大。由于不能手术肝癌患者绝大部分为多发，螺旋断层

放疗（TOMO Therapy）最适合多发病灶者，多靶区同时治疗，提高放疗剂量，有力保护肝脏周围

高危器官。减轻放疗反应，提高放疗疗效。 

 
 
PG-028 

192Ir 近距离放疗结合外照射治疗未手术切除壶腹癌 疗效分析 
 

孙云川 

河北省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放疗科 061001 

 

目的  探讨 192Ir 近距离放疗结合外照射治疗不可手术壶腹癌患者的疗效。 

方法  通过经皮胆道穿刺引流术（PTCD）留置导管或置入支架的方式行 192Ir 近距离放疗（24-

28Gy/6-7Gy/3-4f）并联合外照射（46-54Gy/1.8-2Gy/23～27f）治疗 11 例伴有梗阻性黄疸的壶腹

癌患者，放疗后序贯给予吉西他滨+奥沙利铂化疗 4-6 周期。 

结果  11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治疗，术中及术后未出现 II 级以上并发症，治疗后胆红素均显著降低，

梗阻症状明显缓解，缓解率为 100%。至随访结束时均未出现局部复发及进展，局部控制率为

100%。11 例患者中 3 例于治疗后 4-10 个月内死于远处转移，8 例患者目前仍存活，1 年生存率为

54%，2 年生存率为 36%。 

结论   192Ir 近距离腔内放疗结合外照射治疗不可手术壶腹癌患者可明显缓解其梗阻症状，具有较

好的局部控制率。 

 
 
PG-029 

低分割适形调强放疗治疗局部进展期胰腺癌的临床观察 
 

刘伟 张红雁 马军 程勇 冉晶晶 李云天 

安徽省立医院放疗科 230001 

 

目的  探索 5-氟尿嘧啶联合低分割影像引导的三维适形调强放疗治疗局部进展期胰腺癌的疗效和毒

性反应。 

方法  2011 年 6 月至 2014 年 12 月收治的 37 例经病理证实的不可切除局部进展期胰腺癌，均采用

CT 影像引导的三维适形调强放疗技术,放疗采用大分割 3.0～3.1Gy/次，分 16 次照射，照射剂量

48～49.6Gy；同步化疗方案：5-Fu  350mg/m2，d1-5，每周一次，与放疗同时开始。观察治疗疗

效和毒性反应，并进行随访。 

结果 所有患者均完成放疗。同步放化疗治疗有效率 51.4%，中位生存时间 13 个月，1、2 年无远

处转移生存率（DMFS）分别为 36.0%、4.8%；1、2 年总生存率（OS）分别为 51.3%、11.6%。

临床受益反应（CBR）有效率 56.8%。同步放化疗期间发生 3 度以上骨髓抑制 7 例；发生严重胆

道梗阻 1 例；2 例发生胃十二指肠溃疡。远处转移是治疗失败的主要模式。 

结论  5-氟尿嘧啶联合低分割影像引导的适形调强放疗治疗局部进展期胰腺癌疗效较好，毒副反应

可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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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030 

局部进展期胰腺癌三维适形放疗后局部加量疗效分析 
 

胡斌 侯艳丽 马秀梅 许磊 曹鸿斌 戴立言 叶明 白永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  分析比较局部进展期胰腺癌患者在接受三维适形放疗后，予三维适形放疗加量或 γ 射线体部

立体定向放疗加量之间的疗效差异。分析、寻找影响放射治疗疗效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 2005 年 5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间我科收治的局部进展期胰腺癌患者的病史资料，筛选

出先区域预防性照射（范围包括胰腺病灶以及上至肝门下至十二指肠水平部腹主动脉周围区域），

随后针对胰腺病灶及后腹膜淋巴结转移病灶放疗加量的局部进展期胰腺患者（TNM 分期：T4N0-

1M0），共 74 例。剔除放疗后 3 月内失访的患者 3 例。余 71 例患者，这些患者在区域预防性照射

TD40Gy/20Fx 后，予重新模拟 CT 扫描定位，缩野加量。根据患者放射治疗加量方式的不同，分

为三维适形放疗加量组（CRT 组）（25 例）及 γ 射线体部立体定向放疗加量组（SBRT 加量组）

（46 例）。其中 CRT 组患者继续使用三维适形放疗加量，至 TD46Gy～54Gy（中位总剂量：

46Gy）；SBRT 组患者使用 γ 射线体部立体定向放疗加量治疗，以 50%等剂量曲线为 PTV 处方剂

量，每次 2Gy～3Gy，至总剂量 TD52Gy～61Gy(中位总剂量：56Gy)。研究分析各种因素对放射

治疗疗效及预后的影响。比较两组患者的放疗反应以及治疗疗效。 

结果 患者放疗后临床症状改善，疼痛缓解率 85.7％（42/49）。全组中位生存时间 11.3 个月，1 年

生存率 45.8％。两组患者中 SBRT 加量组疗效更佳，与 CRT 组比较，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12.5

个月和 8.3 个月，1 年生存率分别为 54.5％和 26.0％（x2  = 4.114，P = 0.043）。两组患者相关

放疗副反应无显著差异。全组患者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的年龄，肿瘤部位，放疗前 KPS 评分，

放疗总剂量及是否行化疗与局部进展期胰腺癌放疗疗效相关；肿瘤位于胰腺体尾部，放射治疗前

KPS 评分高（≥90），年龄较轻（≤65 岁），放疗总剂量高（≥54Gy）及接受化疗的局部进展期胰

腺癌放疗后生存时间明显延长。多因素分析显示：放疗前 KPS 评分是独立的预后因素。 

结论 放疗可以明显改善局部进展期胰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在三维适形放

疗后使用立体定向放疗加量可以在不增加放疗副反应的基础上提高放疗总剂量，较传统放疗手段疗

效更佳。 

 
 
PG-031 

尼妥珠单抗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不能手术切除胰腺癌的

疗效观察 
 

陆忠华 周晓琳 马燕 

苏州大学附属常州肿瘤医院 10218982 

 

目的  观察局部晚期不能手术切除的胰腺癌患者应用尼妥珠单抗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03-01 至 2015-12-31 局部晚期不能手术切除的胰腺癌患者 27 例，男 18

例，女 9 例，年龄 36～78 岁，中位年龄 64.3 岁，根据 2002AJCC 分期标准均为 T4N0-1M0Ⅲ

期，23 例经细胞学或病理学证实为腺癌，其余根据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以及影像学(超

声、CT、MRI 等)表现做出临床诊断，胰头癌 20 例，胰体尾部 7 例，KPS≥70，前期均有化疗史，

且无远处转移。应用尼妥珠单抗联合同步放化疗 17 例,伴有黄疸 13 例，腹痛 16 例，不全性肠梗阻

6 例，尼妥珠单抗 200 mg，每周 1 次，靶区定义如下：GTV=原发肿瘤+转移淋巴结；CTV 通常包

括 GTV(原发灶、转移淋巴结和受侵周围器官)和腹腔干引流区域，PGTV=GTV+0.3cm，

PTV=CTV+0.5cm，15MV-X 线调强照射肿瘤区域 DT50Gy/25 次，亚临床区域 DT45Gy/25 次，周

围正常器官受照剂量均在可耐受剂量范围内，同时替吉奥 40mg／m2，每日 2 次口服，连服 2 周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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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1 周为 1 个疗程，至放疗结束；采用单纯放疗 10 例，伴有黄疸 6 例，腹痛 6 例，不全性肠梗阻

3 例，靶区及剂量同前。 

结果  全部患者均完成治疗及随访，尼妥珠单抗联合同步放化疗组与单纯放疗组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发生率：骨髓抑制 1-2 度 7/17，5/10，3 度 1/17，1/10；放射性肠炎 1-2 度 7/17，5/10；消化道反

应 1-2 度（恶心、呕吐）9/17，7/10，经对症治疗后均能耐受；近期疗效：尼妥珠单抗联合同步放

化疗组 PR11 例，SD6 例，黄疸，腹痛及不全性肠梗阻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缓解，单纯放疗组 PR3

例，SD5 例，PD2 例（出现肝、肺转移），黄疸缓解 3 例，腹痛缓解 4 例及不全性肠梗阻缓解 1

例。尼妥珠单抗联合同步放化疗组与单纯放疗组中位 OS 和中位 PFS 分别为 18 个月和 5.9 个月，

10 个月和 3.9 个月，1 年和 2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63.3% 和 27.9，45.9％ 和 10.2％。 

结论  尼妥珠单抗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不能手术切除的胰腺癌耐受性尚可，局部控制满

意，治疗失败以远处转移为主。随着现代放疗技术的进展和治疗效果的提高，采用局部放疗+ 药物

靶向治疗或化疗，创伤更小，对胰腺癌的疗效更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期达到更好的治疗效

果。 

 
 
PG-032 

TOMO 高剂量少分次放疗联合替吉奥胶囊治疗 IV 期胰腺癌的 II

期临床试验研究 
 

任刚 夏廷毅 王颖杰 李宏奇 李平 常冬姝 王轩 邸玉鹏 庞海峰 吴伟章 

空军总医院 肿瘤放疗科 100142 

 

目的  评价 TOMO 高剂量少分次联合替吉奥胶囊治疗 IV 期胰腺癌的疗效及毒副反应。 

材料和方法 收入初诊 IV 期胰腺癌患者，给予 TOMO 放疗，原发病灶 PTV50Gy，CTV60Gy，

GTV70Gy，15-20 次，联合替吉奥胶囊 80mg-100mg/d，d1-d14。通过随访获取治疗疗效及毒副

反应，治疗相关反应依据 NCI-CTCAE 4.02 评价。生存期的估算和生存曲线绘制采用 Kaplan-

Meier 法，P 值为小于 0.05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收录 45 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 6 个月，癌痛缓解率 91.7%（33/36），胰腺病灶 1 年

FFLP92.5%，LCR 为 93.3%。1 年生存率 17.6%，中位生存时间为 6 个月。3 级消化道症状及血

液学反应各 3 例。 

结论 TOMO 按照高剂量少分次模式治疗 IV 期胰腺癌减症效果明显，副反应可耐受。 

 
 
PG-033 

TOMO 大剂量少分次模式治疗胰腺恶性肿瘤 1 例 
 

秦青 任刚 夏廷毅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00036 

 

目的 观察 1 例胰腺恶性肿瘤患者应用大剂量少分次模式螺旋断层调强放射治疗（TOMO）的治疗

结果。 

方法 对 1 例胰腺恶性实性假乳头状状瘤（T4N0M0）患者采用螺旋断层调强放射治疗，胰腺病灶

iGTV/GTV/CTV/PTV 处方总剂量 80Gy/70Gy/60Gy/50Gy，15 分次，1 次/天，5 次/周。胃 Dmax 

74.4Gy，平均剂量 22.80Gy，十二指肠 Dmax 24.51Gy，平均剂量 15.20Gy，小肠 Dmax 

75.63Gy，平均剂量 17.86Gy，肝脏 Dmax 49.14Gy，脊髓 Dmax 10.98Gy。 

结果 放疗期间患者出现 1 级胃肠道反应，无食欲下降，无腹痛，无血液系统不良反应。放疗后 1

月复查，胰颈体部肿块明显缩小，周围侵犯减轻，新发肝内多发转移。放疗后 3 月复查，胰腺肿块

较前缩小，肝脏多发结节较前增多、增大。放疗后 8 月复查 PET/CT 原胰腺颈体异常高代谢肿瘤病

灶消失，肝脏转移灶经放化疗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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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螺旋断层调强放射治疗大剂量少分次模式可以有效的局部控制胰腺肿瘤。 

 
 
PG-034 

Radiation-related lymphopenia association with worse 

prognosis in unresect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atients 
 

Zhao Qianqian
1,2

,Xu Xiaoqing
2
,Yue Jinbo

2
,Zhu Kunli 

2
,Feng Rui

2
,Jiang Shumei 

2
,Qi Zhonghua

1,2
,Wang Renben

2
 

1.School of Medicine and Lif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Jinan-Shan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2.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Aim  The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nti-tumor immunity. Effects of 
ionizing radiation on the immune system had showed both stimulation and suppression. The 
mechanisms of immunosuppressive effect are complex, in which apoptosis of circulating 
lymphocytes induced by radiation ma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W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nimum of absolute lymphocyte counts(MinALCs) during radiotherapy(RT) in the 
patients with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 and clinical outcomes.  
Methods  A total of 69 HCC patients who had received RT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 was measured before, weekly during and after RT. 
Regression and mixed effects model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and potential 
predictors for overall survival(OS).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alysis was used to 
define optimal cutoff points for outcomes. 
Results  The median follow-up was 30 months(range, 4-68 months). The median survival 
time(MST), 1-year OS rate and 2-year OS rate in the whole group was 25 months, 51% and 39%,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value of circulating lymphocyte counts was declined during 
RT(1493.19 vs. 503.48 cells/uL, P<0.001). Lower Min ALCs level was associated with worse 
OS(P=0.001), with the cutoff value of 450 cells/uL(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50% and 70.6%, 
respectively). The MST, 1-year OS rate and 2-year OS rate were 15 months vs 47 months, 27% 
vs 78% and 4% vs 71%, respectively(P<0.001) in relatively lower Min ALCs level(≤450 cells/uL) 
group and higher Min ALCs level(>450 cells/uL) group. Controlling for age, sex and performance 
status, Barcelona Clinic Liver Cancer(BCLC) score, higher serum AFP level(>400 ng/ml) before 
RT and a lower serum Min ALCs level(≤450 cells/uL) during RT were independent negative 
prognostic factors for OS(all P<0.05). 
Conclusions  Min ALCs during RT may act as a worse prognostic factor for HCC after RT. 
 
 
PG-035 

聚焦热疗联合调强放疗和动脉灌注化疗治疗晚期胰腺癌的 

临床研究 
 

张欣平 潘荣强 付曦 文世民 

四川省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目的  评价 BSD2000 相控阵聚焦热疗联合调强放疗（IMRT）+动脉灌注化疗(TACE)治疗晚期胰腺

癌的治疗效果。 

方法  52 例病人按信封法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27 例病人采用 BSD2000 相控阵聚焦热疗与调强

放疗+动脉灌注化疗联合。对照组：25 例病人采用调强放疗+动脉灌注化疗）：2~3 疗程后评定疗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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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观察组有效率 66.7 %（18/27），临床受益率 92.3%，3 月、6 月、9 月、12 月生存率分别

为 92.7 %、77.8%、59.3%、37.1%。对照组有效率 32.0%（8/25），临床受益率 68.0%，3 月、

6 月、9 月、12 月生存率分别为 88.0%、72.0%、44.0%、24.0%。两组比较，观察组有效率和临

床受益率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热疗联合放化疗能提高近期有效率、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PG-036 

晚期胰腺癌容积旋转调强与五野调强放疗的剂量学比较 
 

孙小梅 曲雅勤 夏文明 姜新 董丽华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比较容积旋转调强（RapidArc）与五野调强（5beamIMRT）技术在局部晚期胰腺癌中的剂

量学差异。 

方法   选取 2012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局部晚期失去手术机会的胰腺癌患者。根据统一

的 CT 模拟定位图像分别设计 RapidArc 计划和 5beamIMRT 计划，处方剂量：60Gy/30f。比较两

种计划的靶区剂量分布、危及器官受照剂量、机器跳数及治疗时间。 

结果   与 IMRT 计划相比，RapidArc 计划的靶区适形性指数 CI 略好（P>0.05）；RapidArc 计划中

脊髓 Dmax、Dmean、V20、V30 均低于 5beamIMRT 计划（P<0.05）；RapidArc 计划中小肠

V20 低于 5beamIMRT 计划（P<0.05）；5beamIMRT 计划中小肠 V5、V10 及肾脏 V20 均低于

RapidArc 计划（P<0.05）。RapidArc 较 5beamIMRT 平均 MU 减少了 33.04%，治疗所需平均时

间缩短了 39.63%,其余数据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对于局部晚期失去手术机会的胰腺癌患者，采用 RapidArc 或 5beamIMRT 技术均可以使靶

区获得根治剂量同时保护靶区周围的危及器官。 

但 RapidArc 计划可以降低危及器官受量又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使治疗过程更加精准。 

 
 
PG-037 

多模式放射治疗晚期胰腺癌患者获完全缓解一例 
 

冯思奇 李开信 王德胜 曹亮 燕杰 陈鲁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六医院 243100 

 

胰腺癌恶性程度高，诊断和治疗均十分困难[1]。晚期患者死因常为胆道梗阻所致的肝衰竭[2]。放

射治疗是作为不能手术晚期胰腺癌的一种主要治疗方式，对控制局部病灶和缓解黄疸有着良好的效

果。我科收治一例晚期胰头癌患者，先给予三维适形放疗后伽玛刀推量，获得完全缓解，耐受良

好，现报告如下。 

1 病例摘要 患者男性，48 岁。2012 年 12 月出现无明显诱因下乏力感，解小便发黄，食欲降低。

次年 3 月 21 日主诉：乏力、纳差、尿黄。查体，患者全身皮肤、粘膜轻-中度黄染，散在瘀点。剑

突下偏右可扪及一约 3cm×4cm 包块，无压痛，固定，外院 CT 示―1、胰头占位，考虑癌伴大网膜

侵犯；2、肝内胆管扩张‖。2013 年 4 月 4 日我院 CT 示胰头部见大小约 7.3cm×8.2cm 的类圆形软

组织块影。胰腺体尾部萎缩。肿块包埋门静脉、肠系膜上动静脉。肿块致使胆总管、肝内胆管及主

胰管明显扩张增粗，胆囊形态增大。腹腔内可见多枚增大淋巴结。CT 影像考虑为胰头部癌，且已

蔓延至胆管，肠系膜上动静脉。多科会诊认为已无法手术切除。血检得 CA19-9 为 93 u/ml(CA19-9

超过正常值 37 u/ml 时，其诊断胰腺癌的准确性可达 80%【3】)，直接胆红素 78.3 umol/L。多家

医院一致诊断为胰腺癌，目前无远处转移，依据 AJCC 胰腺癌分期为 T4N1M0。2 讨论 胰腺癌是

一种较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治疗效果极差，5 年的总生存率仅为 2%-3%【4】。因其早期症状

不明显，确诊时往往已经为疾病晚期，80%-90%以上胰腺癌就诊时已无法手术切除，放疗是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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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病灶的主要治疗手段【4】。此患者收治入院时病情严重，肝功能异常，全身黄疸，病灶较大

（CTV 体积约 291cc），且已侵犯周围血管，失去手术机会。腹腔也有少数淋巴结转移，所幸无远

处转移。故采用先三维适形放疗控制局部病灶，待其缩小后使用伽马刀推量。既往的放疗野不仅包

括肿瘤区域，还要包括相应的淋巴引流区，照射范围大，而胰头部紧贴胃、十二指肠等放疗敏感器

官，十二指肠最高耐受量仅 54Gy【5】。大射野放疗易引起较强的胃肠道反应和晚期毒性反应。

同时治疗失败的患者仅有少数为单纯野内复发【4】。 

 
 
PG-038 

采用 TOMO 靶中靶技术治疗局部晚期胰腺癌的可行性分析 
 

周彬 孙向东 

解放军八一医院 210002 

 

目的 评价螺旋断层放射治疗局部晚期胰腺癌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从 2012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2 月接受螺旋断层放疗治疗的局部晚期胰腺癌患

者 30 例，其中男性 25 例 ，女性 10 例，中位年龄 63 岁；9 例经病理确诊，21 例根据 2014 版胰

腺癌综合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标准临床诊断。按 AJCC2007 版分期标准：IB 期 2 例，IIA 期 1 例，IIB

期 5 例，III 期 22 例，靶区内分别勾画 GTV,内缩 5~8mm 为 GTV-boost,外放 5~8mm 为 PTV,照射

剂量：GTV-boost 70Gy,GTV60~ 65Gy,PTV50Gy。25 例予同期化疗，22 例予辅助化疗。 

结果  30 例患者全部完成放疗计划。一、近期疗效： 总有效率 CR+PR 为 85.5%。二、临床受益指

数为 49.2%，疼痛缓解率 84.6%。 三、生存期： 中位生存期 14 月，中位 PFS 分别为 11 月。生

存率： 1 年、2 年、3 年 OS 分别为 60.4%、 38.3%、38.3%，四、影响因素 单因素分析显示 N 分

期、同步化疗、辅助化疗是影响 OS 的预后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N 分期、辅助化疗均为影响生

存的独立预后因素。五、毒副反应：治疗急性反应主要为 I-II 度疲劳、消化道反应和骨髓抑制，经

对症处理后均能耐受并完成治疗，无治疗相关性死亡和Ⅲ~Ⅳ急性毒性反应。  

结论 螺旋断层放射治疗技术实现了剂量的梯度变化，同时实时显像及验证系统提高了放疗的精确

性，在不增加正常组织耐受剂量的同时，提高了肿瘤靶区剂量，进而提高局控率、提高生存、改善

生活质量，且患者耐受性良好。 

 
 
PG-039 

Ⅱ、Ⅲ期胃癌术后 IMRT 同期卡培他滨化疗前瞻性Ⅱ期研究 

 
任骅 王鑫 金晶 李宁 房辉 刘跃平 王维虎 宋永文 李晔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评价Ⅱ、Ⅲ期（AJCC 第 7 版）胃癌根治术后 IMRT 同期卡培他滨化疗的疗效和急性不良反

应。 

方法  2009—2012 年 43 例Ⅱ、Ⅲ期（10、33 例）胃癌根治术（D1/2）患者进入前瞻性Ⅱ期研

究，术后先给予氟尿嘧啶或卡培他滨±奥沙利铂 4 周期后行同步放化疗。同步放疗采用 IMRT，靶

区包括吻合口、瘤床和区域淋巴结，剂量 45Gy 分 25 次；同期化疗为卡培他滨每天 1600 

mg/m2 分 2 次，连续服用 5 周； 4~8 周期。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并 Logrank 法单因素

预后分析。 

结果  全组中位随访 34.3 个月，随访率 95%。4 例未按计划完成放疗，3 年 DFS、OS 分别为

68.6%、74.5%，急性 3 级胃肠道和血液不良反应分别为 11.6%和 14%。预后分析显示 T4 期可预

测 OS 下降,病理印戒细胞癌成分和淋巴结阳性比是 DFS 不良预后因素。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3 年 DFS 为 68.6%，不良反应可耐受，胃癌根治术后 IMRT 同期卡培他滨化

疗的模式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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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040 

放疗前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对局部晚期 及晚期胰

腺癌治疗生存预后的影响 
 

蒋凯 周彬 肖雅 孙向东 

解放军第八一医院 210002 

 

目的  探讨放疗前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对局部晚期及晚期胰腺癌生存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5 例胰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所有患者在放疗前采集静脉血进行血常规检

查，获得基线 NLR,以 NLR 值 3.5 为界分为高 NLR、低 NLR 两组。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

率；Log-rank 法进行各组间生存率的比较；Cox 回归分析模型分析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分析两组

病例的临床病理情况及 NLR 与治疗后生存率的关系。 

结果  高 NLR 和低 NLR 组治疗生存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 NLR 是影响胰腺癌治疗

后死亡风险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放疗前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对局部晚期及晚期胰腺癌治疗生存预后的预测有临

床意义。 

 
 
PG-041 

肝部肿瘤在螺旋断层放疗中影像引导方法的分析研究 
 

何建军 孙向东 

解放军第八一医院 210002 

 

目的 运用螺旋断层放疗系统(Helical TomoTherapy, HT)MVCT 图像配准功能，分析研究肝部肿瘤

的呼吸运动以及影像引导下配准的方法和临床意义。   

方法  随机选取 36 例肝部肿瘤螺旋断层放疗患者，治疗时间在 2012.01~2014.12 之间，男性 28

人，女性 8 人，年龄 36~90 岁，中位年龄 67.5 岁，其中原发性肝癌 13，转移性肝癌 23，放疗病

灶数量在 1~4 个之间。放疗及定位设备包括 TomoTherapy 螺旋断层放疗系统、飞利浦螺旋 CT、

治疗计划系统(TPS)、多功能定位底板及附件、热塑网状固定体膜、固定头枕、LAP 激光定位系统

等。对选取的肝部病变患者，平静浅呼吸状态下行 MVCT 扫描获取患者呼吸动度信息，按照定位

时体位及呼吸训练的要求进行摆位，要求两侧肋弓、髂骨等骨性标志与膜体吻合，扫描部位应包括

肝脏、椎骨，肾脏、胃、部分肠腔等。运用 MVCT 影像与 TPS 的 DRR 影像进行 2 次配准，配准

原则分别为以肝区病变、肝脏为参考物，和以骨性标志物及其他非运动型软组织为参考物。记录 2

次配准中的六个摆位参数：平移误差 IEC X(LR 方向)、Y(SI 方向)、Z(AP 方向)，旋转误差

PITCH(头脚方向倾斜值)、ROLL(身体长轴旋转值)、YAW(身体水平方向旋转值)，将 2 次配准数值

相应项相减，得到定位与复位呼吸相位差，结果取绝对值(不考虑方向因素)。使用 spss17.0 进行统

计学分析，统计 36 例患者每次治疗前 MVCT 配准数值及单因素方差分析，P 值<0.05 定义为具有

统计学显著性差异。通过数值分析研究配准原则及方法。  

结果 36 例病人共进行 MVCT 扫描 768 次，呼吸相位差异在 X(LR，头脚)方向上全组平均值为

3.05±0.54mm，个体最大值为 6.60mm；Y(SI，头脚)方向上全组平均值为 10.64±2.34mm，个体最

大值为 26.70mm；Z(AP，前后)方向全组平均值为 4.57±0.90mm，个体最大值为 11.30mm；组间

单因素方差分析 X、Y 和 Z 方向上 P 值均>0.05，患者间呼吸相位差异在各方向上均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肝部病变患者受呼吸运动影响配准误差较大，在摆位时应对病人进行呼吸训练，减少呼吸运

动对肝区肿瘤放疗的影响，配准应以骨性及其他非运动型软组织标志为主要参考物，当配准差值>

靶区外放范围时，应考虑重新对患者进行呼吸训练及影像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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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042 

63 例老年胃癌患者的放疗/放化疗安全性评估 
 

吴健伟 李小凡 李永恒 蔡勇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0036 

 

目的 探讨老年胃癌患者放疗及放化疗的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3 月—2014 年 12 月 63 例大于 70 岁接受放疗及放化疗的胃癌患者，均

经病理确诊。观察患者放疗/放化疗完成情况、不良反应、症状控制、近期疗效及 1、2 年生存率。 

结果 63 例患者中，男性 48 例，女性 15 例，中位年龄 74（70~85）岁，分期 IB~Ⅳ期，中位放疗

剂量 50Gy （16~60Gy），中位放疗时间 36 天（11~73 天）。81.0%（51/63）的患者按计划完成

放疗。19.0%（12/63）的患者出现 3/4 级不良反应，其中血液毒性占 9.5%（6/63），胃肠道反应

发生率 9.5%（6/63）。在治疗之前有进食哽噎、腹胀腹痛或呕血的 52 例患者，治疗后 76.9%

（40/52）的患者症状明显缓解或消失。56 例近期疗效可评价，其中 7.1%（4/56）完全缓解

（CR），39.3%（22/56）部分缓解（PR），39.3%（22/56）疾病稳定（SD）。中位随访时间

13.75 个月（1.5~69 个月），中位生存时间 17 个月（95%CI，6.9~21.1），1 年、2 年总生存

（OS）率分别为 55.0%（95%CI，48.6~61.4%）及 36.2%（95%CI，29.2~43.2%）。 

结论 老年胃癌患者，通过放疗/放化疗可以缓解症状，同时耐受性可以接受，半数患者可以获得 1

年以上的生存。  

 
 
PG-043 

化疗失败结直肠癌肝脏寡转移立体定向放疗的临床结果 
 

李平 夏廷毅 王颖杰 常冬姝 李宏奇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00142 

 

目的  探讨 γ-射线体部立体定向放疗（简称 γ 刀）结直肠癌术后肝脏寡转移的临床疗效及副反应。  

方法  采用 γ-射线体部立体定向放疗（γ 刀）不可手术且化疗失败的结直肠癌术后肝脏寡转移（均

<5 个转移灶）患者 38 例，其中单发转移灶 22 例，多发转移灶 16 例；男性 29 例，女性 9 例；年

龄范围 33–89 岁，中位年龄 61 岁；原发部位分别为结肠癌 24 例，直肠癌 13 例，直肠-乙状结肠

交界部位癌 1 例。治疗时单纯肝转移 31 例，伴有其他部位转移者 7 例。采用 OUR-QGD 型 γ 射线

立体定向治疗系统（γ 刀），用体位固定床和真空负压袋固定体位，平静呼吸状态下行增强 CT 扫

描，勾画肿瘤靶体积（GTV）、计划靶体积(PTV)及邻近重要器官，PTV 为 GTV 外扩 1cm，邻近

重要器官者，PTV 在 GTV 外适当外扩 0.5~0.8cm 左右。计划时根据肿瘤大小采用不同准直器单个

焦点或多个焦点剂量的拟合，形成由外向内层层递增的高剂量曲线，以 50％剂量线覆盖 PTV 

100％，70％剂量线覆盖 GTV 80％以上为计划要求，以 50%剂量线为处方剂量线，给予 3~5Gy/

次，5 次/周，治疗总次数为 10~17 次，GTV 边缘总剂量 42~72.8Gy。完成 γ-刀治疗后 1、3、6 个

月等行增强 CT 或 MRI 和/或 PET/CT 检查评价疗效，之后每 3-6 个月定期随访。近期疗效评价标

准为 WHO 实体瘤近期疗效评价标准。放射损伤按 RTOG/EORTC 急慢性放射损伤标准分级。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中位生存期及总生存率。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52.5 个月。治疗病灶的近期完全缓解率（CR）15.8％，部分缓解率（PR）

68.4％，总有效率（CR + PR）84.2%。中位生存期 15 个月，1、2、3、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74% 、32%、18％、9％。其中靶区周边总剂量＞45Gy 组 1、2、3、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85% 、

41%、26％、13％，中位生存期 19 个月；而靶区周边总剂量≤45Gy 组 1、2、3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45% 、9%、0％，中位生存期 10 个月；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9）。治疗期间无Ⅲ

级以上放射反应，仅 1 例患者于治疗后半年出现胃出血、穿孔，余无Ⅲ级以上放射治疗相关并发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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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应用 γ-射线体部立体定向放疗采用高分次剂量短疗程的剂量分割模式对结直肠癌肝脏寡转移

安全有效，提高靶区剂量可明显改善局控，延长生存期。 

 
 
PG-044 

容积弧形调强技术在肝门胆管细胞癌术后放疗中的优势 
 

丁丽娟 夏文明 夏诚诚 董丽华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研究目的  肝门区胆管细胞癌是侵袭性强、死亡率高的恶性肿瘤。手术治疗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

但胆管癌术后复发率高。术后放疗可以有效控制局部复发，已成为常规治疗模式。随着放疗技术发

展，容积弧形调强放疗（VMAT）在颅内肿瘤、盆腔肿瘤体现优势。本文比较在肝门区胆管细胞癌

术后患者，调强放疗（IMRT）和容积弧形调强放疗的计划质量、治疗效率和执行精度，为临床治

疗技术的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对 10 例患者以相同处方剂量和目标条件，分别设计 5 个野 IMRT 和 VMAT 计划。比较两种

计划剂量分布和剂量适形指数(CI)与均匀性指数（HI）、不同危及器官（OAR）的平均剂量、最高

剂量或感兴趣剂量体积等，治疗计划执行时间以及治疗计划剂量验证准确性。 

结果  两种治疗计划均能满足临床剂量要求。IMRT 和 VMAT 的 CI、HI 分别为 0.78 和 0.07，0.93

和 0.07 。VMAT 计划低剂量区 V30 明显低于 IMRT（543.35cm3,835.7 cm3）,除了肝以外，各

OAR（胃，小肠，肾）平均剂量均低于 IMRT 计划。脊髓最高剂量 VMAT 明显低于 IMRT。IMRT

和 VMAT 治疗时间分别为 217s 和 120s，VMAT 减少了 44.7% 。 

结论  对于肝门胆管细胞癌术后，VMAT 剂量分布好，靶区适形度高，危及器官保护好，治疗时间

短，同时具有高效和剂量准确的优点。 

 
 
PG-045 

维药异常黑胆质成熟剂对人肝癌细胞 Huh7 和 HePG2 放射增敏效

应的实验研究 
 

肖蕾
1
 赵慧杰

1
 古丽孜拉•拜山

1
 毛睿

1
 张华 

1
 李海涛 

2
 李源 

2
 艾斯克尔•吐拉洪

1
 张宋安

1
 魏媛

2
 包小云

2
 穆飞 

2
 包

永星
1
 

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 

 

目的  探讨维药异常黑胆质成熟剂（ASM）对人肝癌细胞的放疗增敏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体外培养人肝癌细胞株 Huh7 和 HePG2，分为正常对照组、单纯照射组、照射+药物组，采

用 6 MV X 射线，10Gy 和 20Gy 的照射剂量对人肝癌细胞株 Huh7 和 HePG2 进行照射，照射前 4

小时给药，分别于照射后 24h、48h、72h 在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变化，MTT 法检测不同浓

度 ASM(10、7.5、5、4、3、2、1、0.5mg/ml)作用后对人肝癌细胞增殖的影响，流式细胞仪检测

ASM 对两种肝癌细胞凋亡的影响。 

结果  10、7.5、5、4、3、2mg/ml 的 ASM 均对 Huh7 和 HePG2 有明显的增敏作用（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而 1mg/ml 和 0.5mg/ml 时作用不明显。 

结论  ASM 能增加人肝癌细胞株 Huh7 和 HePG2 的放射敏感性，其机制可能为抑制细胞增殖和诱

导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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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046 

常用保肝药物对放射性肝脏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对比研究 
 

肖蕾 赵慧杰 古丽孜拉•拜山 张华 毛睿 包永星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30054 

 

目的  探究临床常用保肝药物对放射性肝脏损伤的保护作用及疗效的对比，为放射性肝脏损伤治疗

过程中保肝药物的选择提供初步的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 6 MV X 射线，10Gy 的照射剂量对人肝实质细胞 HL-7702 细胞系进行照射，分别在照

射前、照射后 24h、48h、72h 于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采用 MTT 法测定细胞存活率，评价

射线对肝实质细胞 HL-7702 的作用。选用保肝药物作用机制中最可能与 RILD 发生机制有关的三类

及其代表性药物，根据临床用药稀释倍数及相关参考文献，用全培养基稀释成相应的浓度梯度后作

用于射线损伤的细胞，MTT 法筛选出有效浓度，然后进行药物效果的对比。对效果明显者进一步

进行研究。 

结果  2.5 mg/ml、1 mg/ml、0.1 mg/ml 的异甘草酸镁在促进肝细胞增殖方面均有效果，其中

1mg/ml 时效果最明显。多烯磷脂酰胆碱浓度为 250 umol/L 时表现出较弱的促进作用，还原型谷胱

甘肽对细胞增殖未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 

结论  三类常用保肝药的代表性药物中，抗炎护肝药异甘草酸镁对射线损伤后的肝脏实质细胞的增

殖修复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放射性肝脏损伤的治疗中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PG-047 

MiR-152 inhibits HCC cells growth by targeting RTKN 
 

ZHOU Jiejing 

Tangdu Hospital， The 4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710038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s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adult liver cancer and accounts for 
about 90% of all cases of primary liver cancer annually. Rhotekin (RTKN), which functions as a 
cancer promoter, can be frequently detected in many human cancers, including gastric cancer, 
colorectal carcinoma and bladder carcinoma.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RTKN in HCC. 
Using HCC cells and tissues from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we demonstrated that RTK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HCC.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RTKN on HCC, RTKN over-expressed or 
silenced HepG2 and Hep3B cells were construct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were 
measured by RT-PCR and flow cytomet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TKN can function as a 
tumor oncogene and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while inhibiting apoptosis, of HepG2 and Hep3B 
cells. Furthermore, we identified that RTKN is a direct gene target of miR-152. MiR-152 can 
reverse the growth promoting effect of RTKN on HCC cells through G2/M phase arrest and 
nuclear factor-kB (NF-κB) signal inhibition. 
In conclusion, our research identified that miRNA-152 can inhibit tumor cell growth by targeting 
RTKN in HCC. 
 
 
PG-048 

TACE、125I 粒子植入联合放疗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观察 
 

赵俊玲 

昌乐县人民医院 830011 

 

目的  TACE、125I 粒子植入、三维适形放疗三者有序结合治疗 HCC，以期找到安全高效的治疗方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371 

 

 
 
PG-049 

螺旋断层调强高剂量少分次靶区内加量模式治疗胰腺癌患者前后

胃外分泌功能变化 
 

何子杰 任刚 常远 秦青 朱夫海 王颖杰 夏廷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00036 

 

目的  评估螺旋断层调强高剂量少分次靶区内加量模式治疗胰腺癌患者前后胃外分泌功能变化。 

方法  分析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8 月期间接受螺旋断层调强放疗（HT）的胰腺癌患者的临床结

果。放疗主要采用 PTV50Gy，CTV60Gy，GTV70Gy，15-20 次剂量模式。统计方法采用配对 t 检

验。 

结果  共计 25 例患者，放疗前中位胃蛋白酶原Ⅰ157.43±31.49，放疗后中位胃蛋白酶原Ⅰ

77.00±15.40，P>0.05；放疗前中位胃蛋白酶原Ⅱ20.45±4.09，放疗后中位胃蛋白酶原Ⅱ

20.37±4.07，P>0.05。 

结论  HT 创用高剂量少分次靶区内加量模式治疗胰腺癌患者前后胃外分泌功能无明显变化。 

 
 
PG-050 

胰腺癌患者伴发糖尿病发生率的研究 
 

常远 任刚 何子杰 王颖杰 夏廷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00036 

 

目的  探讨胰腺癌患者的糖尿病患病率。 

方法  搜集本院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4 月经病理证实的 22 例胰腺癌患者,所有患者均在放疗前接

受糖尿病检查。糖尿病的诊断根据 2015 年美国糖尿病学会诊断标准(空腹血糖浓度≥7mmol/L 或随

机血糖浓度≥11.1mmol/L)。 

结果  22 例胰腺癌患者中,入院前即有明确糖尿病史者 6 例;入院后发现糖尿病者 2 例;无糖尿病者 14

例。22 例胰腺癌患者的糖尿病患病率为 36.4%(8/22)。 

结论  胰腺癌患者伴发糖尿病发生率有待进一步大量本研究。 

案，为提高 HCC 患者的临床疗效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收集 2010-06-01 至 2016-06-30 期间依次入住我院肿瘤科、临床资料完整的 100 例原发性肝

癌患者。患者治疗前均经 CT 平扫+增强和或磁共振成像(MRI)检查及经皮肝穿刺活检，经病理和细

胞学诊断明确，均为不适于或不愿意接受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严格纳入排除标准，将患者单盲随

机化法分组，单纯 TACE 组、TACE+125I 组、三者联合组，TACE 组仅进行 2～3 次 TACE 治

疗。联合组于 TACE 治疗 2～3 次后休息 1 个月再联合 125I 植入术治疗，粒子植入术后 4～6 周再

行 3D-CRT（总剂量 45～60 Gy，2 Gy/F）。三组治疗过程中均给予保肝、营养支持及对症治疗。

复查项目：血常规、大生化、AFP、胸片、平扫+增强 CT、MRI 等。患者术后 l、2、4、6 个月行

增强 CT 扫描及 AFP 复查, 以后为每 3 个月随访 1 次, 共随访 3 年。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分

析，近期疗效、不良反应采用卡方检验，Kaplan-Meier 法行生存分析，Log rank 公式进行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对于中晚期 HCC 患者，三者联合组、TACE+125I 粒子植入组的近期及远期疗效均明显高于

单纯 TACE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三者联合组近期疗效高于 TACE+125I 粒子植入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在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上，三者联合组未高于单纯 TACE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对于中晚期 HCC 患者，TACE、125I 粒子植入、三维适形放疗三者联合是一种安全高效的治

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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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051 

EOX 围手术期化疗联合术后同步放化疗在局部进展期胃癌中的 

临床观察 
 

何秋山 

1.襄阳市中心医院 

2.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目的  对我院肿瘤科采用 EOX 方案围手术期化疗,联合术后卡培他滨同步调强放疗的 41 例进展期胃

癌患者的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以期探求 EOX 围手术化疗联合术后同步放化疗的联合治疗方案在

胃癌治疗中的毒副反应及疗效;  

方法  围手术化疗方案为:表阿霉素（浙江海正药业）50mg/m2，第 1 天；奥沙利铂（江苏恒瑞）

130mg/m2,第一天；卡培他滨（江苏恒瑞）625mg/m2,bid,第 1~21 天。每 3 周重复。化疗 2~3 个

周期复查后根据情况进行手术，术后 4~6 周内开始同步放化疗(卡培他滨 625mg/ m2，BID)5 周, 放

疗全部采用调强放疗,放疗的靶区根据肿瘤术后的分期及手术情况进行确定,主要包括瘤床、吻合口

（包括胃肠吻合口及十二指肠残端吻合口）、残胃（对于术前超声胃镜或术后病检提示 T4 的患

者）及相关淋巴结引流区。采用逆向调强技术，处方剂量 95%PTV=45Gy/25F/1.8Gy。根据 DVH

图评价靶区适形度及正常组织限量，每周一次 IGRT 验证，放化疗结束后 4 周再行 2 周期 EOX 方

案化疗。  

结果  41 例患者均完成术前 2 个以上周期化疗，有 39 例进行了手术治疗，其中术后达到 D2 手术

的只有 8 例;D1 手术的 22 例;D0 手术的 5 例,另外有 4 例行姑息性手术, 39 例术后患者有 36 例完成

了术后同步放化疗,术后完成 2 周期 EOX 方案的患者有 32 例。因而完成全部治疗的患者比例达

78%。整个治疗过程中最主要的毒副反应是胃肠反应及血液性毒性。粒细胞减少主要发生在同步放

疗及术后辅助化疗期间,发生率 75%,其中 3 级以上的粒细胞减少则高达 59%,术前辅助化疗总的有

效率（CR+PR+SD）达到 88%，其中 CR+PR 达到 56%。完成 D2 根治性切除的患者比例仅达到

20%。1 年的总生存率为 92.4%，3 年的总生存为 57.7%，中位生存时间为 41 个月。  

结论  对于进展期胃癌（临床分期 II 期 43%,III 期 54%）患者，采用 EOX 围手术期化疗联合卡培他

滨同步调强化疗不仅毒副反应可耐受，而且其临床疗效也不错，尤其对于胃癌 D2 手术比例不高的

基层医院值得进一步临床研究。 

 
 
PG-052 

采用倾向评分配比研究辅助放化疗在老年胃癌患者中的应用：年

龄相关临床-病理因素对决策的影响 
 

范铭
1,2

 章真
1
 杨家林

2
 王捷

2
 王冀川

2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四川省肿瘤医院 

 

目的  局部进展期胃癌（LAGC）D2 根治术后辅助治疗模式仍存在争议。老年患者受年龄影响，治

疗的疗效、毒性反应与年轻患者有所不同，为了消除可能的混杂因素，本文引入倾向评分配比

（propensity-score matching，PSM）方法以平衡放化疗及化疗组间基线特征，讨论分析了不同辅

助治疗对老年胃癌患者疗效、耐受性及生存的影响，为个体化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连续纳入 2004 年 1 月至 2011 年 10 月，被诊断为局部进展胃癌并接受 D2，R0 手

术，接受术后辅助放化疗及术后辅助化疗的 60 岁以上患者共 154 例。采用倾向评分配比方法筛选

出基线特征匹配的 90 例患者。辅助化疗方案以氟尿嘧啶类药物为基础，放疗采用三维适形

（Three-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otherapy，3D-CRT)或束流调强（Intensive mod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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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therapy，IMRT）技术，总剂量 45-50.4Gy，分 25-28 次完成。同期化疗采用 5-Fu 

200mg/m2 ivgtt qd 或卡培他滨 625mg/m2 p.o. bid。 

结果  经过中位随访时间 40（3-90）个月后，154 例纳入研究患者中，79 例死亡（放化疗组中 25

例，化疗组中 54 例），85 例出现复发或转移（放化疗组 23 例，化疗组 62 例）。经过倾向评分配

比后 90 例患者中 45 例死亡（放化疗组中 20 例，化疗组中 24 例），44 例出现复发或转移（放化

疗组 18 例，化疗组 26 例）。两组人群间治疗完成率、III-IV 度毒性反应及远期毒性并无统计学差

异。3 年无病生存和总生存在放化疗和放疗组全人群中分别为 56.1% 和 42.3% (p=0.02), 以及 

58.0% 和 48.5% (p=0.22)。在配比后人群中分别为 53.3% 和 46.7% (p=0.14), 以及 57.8% 和

51.1% (p=0.46)。化疗组局部区域复发率明显升高（全人群中 23.7% vs.10.5%,配比后人群中

22.2% vs.11.1%）。亚组分析表明脉管浸润，淋巴结转移个数 1-6 枚（N1-2）的患者更能从辅助

放化疗中获益。 

结论  老年胃癌患者术后辅助放化疗耐受性良好，与辅助化疗相比并不明显增加毒性反应。接受辅

助放化疗可以显著降低局部复发率，改善无病生存，脉管浸润及 1-6 枚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可能是最

佳的获益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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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01 

术前指标预测前列腺癌具术后辅助放疗不良病理因素 

的列线图模型 
 

马茗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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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波

1
 周志国

2
 Dian Wang

3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3.Rush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目的  根治性放疗与手术均为前列腺癌根治性治疗手段，根治术后具有不良病理特征者需行再进行

辅助性放疗。本研究应用前列腺癌术前临床 T 分期、血清 PSAmax 水平以及 Gleason 评分构建具

有术后放疗指证（切缘阳性、病理分期为 T3 及以上、Gleason 评分 8-10）不良病理因素的

nomogram 预测模型，为局限期前列腺癌患者初始治疗选择手术或根治性放疗提供参考数据。 

方法  分析 2000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的 1440 例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行接受耻骨后前列腺癌根治

术或腹腔镜下前列腺癌根治术并且具有明确的影像学和病理学资料的患者。术前行内分泌治疗或为

电切术者被排除。共 627 名患者符合分析标准。术前各指标分级为临床 T 分期：cT2a-b、cT2c、

cT3a、cT3b；Gleason 评分：5-6、3+4、4+3、8-10；PSA 为相应的数值。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

方法通过 R 软件建立具有术后放疗各不良病理指征的预测模型列线图，内部验证运用 Bootstrap

法，一致性指数(C-index)及校准曲线用来评价模型准确度。 

结果  627 例患者年龄在 36-82 岁之间，平均年龄 65.9 ± 6.7 岁。该组患者术前 PSAmax 中位值为

14.1（1.68-96.7）ng/ml，其中 10-20ng/ml 者占 41%（257/627）；80%（502/627）患者临床 T

分期为 T2。术后切缘阳性者占 36%（226/627）；术前 Gleason 评分为≥7 者为 72%

（450/627），术后病理证实为 89%（560/627）；术前诊断为器官局限（T1-2）、包膜侵犯

（T3a）、精囊侵犯（T3b）分别为：80%、15%、5%；术后病理则分别为：77%、20%、3%；

术前临床分期、PSAmax 及穿刺 Gleason 评分均为前列腺癌术后具有各不良病理指征的独立预后

因素(P＜0.05)。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预测与实际不良病理指征有很好的一致性.列线图预测术后

pT3 及以上、切缘阳性、Gleason 评分 8-10 的 C-index 值分别为 0.707、 0.659、 0.897，具有较

高的准确性。 

结论  国内前列腺癌患者与欧美国家相比分期相对较晚。同时术前临床获得临床资料与真实病理情

况有一定差异，用列线图根据前列腺癌患者的术前各项资料可预测出患者的术后需要辅助放疗的概

率，为局限期前列腺癌患者初始治疗选择手术或根治性放疗提供参考数据。 

 
 
PH-002 

VMAT 在前列腺癌放射治疗中的应用：与 3DCRT 的比较 

 
张长福 

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 150040 

 

目的  比较 VMAT 和 3DCRT 在前列腺癌放疗计划中的不同。  

病人及方法  5 名接受放射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经 CT 扫描临床医生勾画完靶区后，分别设计

3DCRT 及 VMAT 放疗计划，对危机器官剂量受量进行评估比较；比较及处方剂量 7400-

8000cGy/37f 下单次 2Gy 所需 MU（跳数）。  

结果  所有的剂量分析显示，在保证靶区剂量符合临床剂量要求的前提下，对正常危险器官的照射

剂量 VMAT 比 3D - CRT 低。其中直肠前壁剂量 VMAT 计划显著低于 3DCRT 计划，对大部分膀胱

和股骨头而言， VMAT 显著优于 3DCRT。VMAT 所需跳数少于 3DCRT。  

结论  VMAT 技术使放疗计划高度适形提高，比 3DCRT 有更优的剂量分布，极大的降低了靶区周

围危及器官受量；VMAT 比 3DCRT 减少了治疗跳数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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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03 

局部晚期直肠癌循环肿瘤细胞 8 号染色体异倍体可预测新辅助放

化疗疗效 

 
万觉锋 杨立峰 李桂超 申丽君 朱骥 章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研究放化疗前循环肿瘤细胞数目及 8 号染色体异倍体是否能预测放化疗疗效。  

方法  收集 40 例局部晚期直肠癌放化疗前血液中循环肿瘤细胞，将收集的循环肿瘤细胞进行核型分

析，确定 8 号染色体异倍体数目。将 8 号染色体异倍体数目分为 3 体，4 体和大于等于 5 体，分别

与术后病理标本是否病理完全缓解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40 例患者中其中 3 例为 iv 期患者，3 例未行术前放疗，1 例放化疗后失访，所以最后 33 例

患者进行分析。使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只有循环肿瘤细胞中是否有 8 号染色体大于等于 5 体与

病理完全缓解有统计学相关(p=0.042)。其中循环肿瘤细胞中有大于等于 5 体的患者一共有 27 例，

3 例 pcr, 循环肿瘤细胞中缺乏大于等于 5 体的患者一共有 6 例，3 例 pCR,两组 pCR 率分别为

11.1%和 50%（p＝0.025）。  

结论  局部晚期直肠癌放化疗前循环肿瘤细胞中 8 号染色体中是否大于等于 5 体可预测术后 pCR。

由于本研究入组患者较少，本结论还在大样本中进一步验证。 

 
 
PH-004 

化疗联合放疗在 IV 期转移灶初始不可切除的直肠癌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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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评估化疗联合放疗在局部晚期伴有同时性不可切除远处转移灶的直肠癌中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2014 年本院符合标准的 76 例 IV 期直肠癌，分析同期放化疗的毒性以及

预后因素和生存情况。  

结果  同期放化疗毒性可耐受，原发病灶缓解率为 56/76 (73.7%)，转移病灶缓解率为 35/76 

(46.1%)，22 例患者行根治性原发灶切除，16 例患者行所有病灶的根治性切除，随访期间 5 例患者

盆腔原发灶进展。所有病灶根治性切除是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此类患者 2 年总生存较未行根治性

切除患者明显提高（93.3% vs 53.7%，p＝0.026），整体患者的无进展生存和总生存分别是 13 和

30 个月。  

结论  化疗同期联合放疗在转移灶初始不切除的 IV 直肠癌中毒性耐受良好，对原发灶和转移灶控制

良好，所有病灶都行根治性切除是独立预后因素。 

 
 
PH-005 

盆腔恶性肿瘤 IMRT 放疗不同骨体积照射剂量与早期骨髓抑制 

 
张泽高 杨杰 普拉提.努尔别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 830001 

 

目的 探讨 IMRT 盆腔照射的宫颈癌、直肠癌、前列腺癌在放疗过程中，早期骨髓抑制与盆腔骨接

受照射剂量体积相关性，为明确盆腔放疗骨受量限制参数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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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我院行体外放射治疗照射的宫颈癌患者 102 例，直

肠癌 53 例，前列腺癌 34 例，所有患者盆腔照射剂量 50-50.4Gy, 前列腺癌病灶加量 24-26Gy,非手

术直肠癌病灶加量 10-16Gy,分割剂量 1.8Gy-2.0Gy。收集整理患者放疗计划参数：靶区骨体积

C、V10、V20、V30、V40，以及放疗期间至放疗结束后 3 个月内血常规；骨体积勾画包括髂骨、

骶骨、椎体骨、耻骨；骨髓抑制按照 RTOG 标准分级。分析 C·V10，C·V20，C·V30，C·V40，

C·V50 与骨髓抑制分级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多因素分析骨髓抑制分级与年龄、肿瘤类型、化疗、

放疗剂量的关系。        

结果 全部样本患者靶区骨体积为 756.43+53.76cc,其中宫颈癌患者为 776.35+35.12cc,直肠癌为

712.13+32.79cc,前列腺癌靶体积为 724.13+42.91cc,三种肿瘤靶区骨体积差异有显著差异

（F=12.3,p=0.023）,宫颈癌靶区骨体积高于其他两种肿瘤。Ⅰ、Ⅱ、Ⅲ、Ⅳ级骨髓抑制分别为

189 例，102 例，24 例，3 例。Ⅱ级以上骨髓抑制在三组之间没有差异。接受不同照射剂量骨绝对

体积 C·V10，C·V20，C·V30，C·V40，C·V50 与骨髓抑制分级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C·V10，C·V20，C·V30，C·V40 与骨髓抑制分级无明显相关性，C·V50 有相关性

（r=32.98,p=0.01），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V50 和化疗是Ⅱ级以上骨髓抑制相关因子。

ROC 曲线分析受量 50Gy 骨体积绝对值 73.33cc 是Ⅱ级以上骨髓抑制的界值，骨体积百分的界值

为 10.23%。即骨 V50=10.23 或 CV50=73.33 是 II 级以上骨髓抑制发生的危险因素。 

结论 盆腔放疗过程中骨髓抑制发生率较高，与靶区骨受照射体积和剂量相关，在盆腔总剂量 50Gy

的情况下，Ⅱ级以上骨髓抑制与骨受照射 40G y 及以下的体积百分比和绝对值与无明确关系，但与

骨受照射 50Gy 的体积百分比和绝对体积，V50=10.23 或 CV50=73.33 是 II 级以上骨髓抑制发生的

危险因素。 

 
 
PH-006 

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前、后 LGR5 基因的表达变化及其与 

疗效的关系    
 

阿衣古丽哈热 阿力木江·赛提瓦尔地 伊斯刊达·阿不力米提 张瑾熔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830011 

 

目的  探讨肿瘤干细胞标记物基因 LGR5 在局部晚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前后表达的变化及其对新

辅助放化疗疗效预测的作用。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新辅助放化疗并手术治疗

的 94 例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临床资料，对其新辅助放化疗前肠镜活检组织及新辅助放化疗后手术

切除组织标本采用 qRT-PCR 法检测 LGR5mRNA 的表达，分析其新辅助放化疗前、后表达水平的

变化及其与疗效的关系。  

结果  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病理反应良好，有效率达 87.2%，其中病理完全缓解率（PCR）

18.1%。直肠癌癌组织中 LGR5 mRNA 的表达水平从新辅助放化疗前的 14.396±9.924 减少到手术

后的 8.847±6.664，表达水平显著性下降（P<0.05）。放化疗后 LGR5 mRNA 表达上调者 27 例，

表达下调着 67 例，表达下调组肿瘤病理退缩程度和 1、2 年生存率均明显优于表达上调组

（P<0.05）。单因素生存分析结果显示放化疗前 CA19-9 水平、临床分期、TRG 分级和

LGR5mRNA 表达差异为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表明放化疗前 CA19-9 水平和放化疗前后 LGR5 

mRNA 表达差异是独立的预后因素。 

结论  新辅助放化疗可以诱导 LGR5mRNA 表达的改变，检测其表达对于判断预后及指导治疗具有

参考价值，新辅助放化疗前后 LGR5mRNA 表达变化和疗前 CA19-9 有可能成为预测局部晚期直肠

癌新辅助放化疗效果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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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07 

3D 打印模板联合 CT 引导碘-125 粒子植入治疗盆腔复发直肠癌的

剂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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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 3D 打印个体化非共面导航模板（简称 3D 打印模板）辅助 CT 引导放射性 125I 粒子植入

治疗局部复发直肠癌（locally recurrent rectal cancer, LRRC）患者术前和术后计划主要剂量学参

数的差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2 月 ~ 2016 年 4 月本中心接受 3D 打印模板辅助 CT 引导放射性 125I 粒

子治疗的 10 例 LRRC 患者。患者治疗流程术前 CT 模拟定位、术前计划设计、个体化 3D 打印模

板设计制作、3D 打印模板辅助 CT 引导粒子植入和术后即刻 CT 扫描剂量验证。本组患者中位粒子

活度 0.63mCi（0.58 ~ 0.7 mCi），中位粒子数目 80 颗（19 ~ 192 颗）。评估术前、术后计划

D90、D100、V100、V150、CI、EI 和 HI 等剂量学参数，以及膀胱、肠道等危及器官受照射剂

量。配对 T 检验评价患者 3D 打印模板辅助粒子植入术前、术后计划的吻合度。 

结果 10 例 LRRC 患者术前、术后计划的中位 D90 分别是 13761 cGy 和 12798.8 cGy，p = 

0.134；中位 D100 分别是 5293.6 cGy 和 5397.9 cGy，p = 0.170；中位 V100 分别是 90.0%和

90.0%，p = 0.385；中位 V150 分别是 63.8%和 62.4%，p = 0.383；中位 CI 分别是 0.73 和

0.67，p = 0.399；中位 EI 分别是 0.22 和 0.30，p = 0.699；中位 HI 分别是 0.29 和 0.31，p = 

0.394。术前、术后计划的膀胱 D2cc 的中位数分别是 3088.8 cGy 和 4240.4 cGy，p = 0.830；肠

道 D2cc 的中位数分别是 7051.6 cGy 和 7903.9 cGy，p = 0.996。术前、术后计划的主要剂量学参

数和危及器官剂量吻合度好，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3D 打印模板辅助 CT 引导放射性 125I 粒子植入治疗盆腔复发直肠癌，有利于实现术前计划的

设计，达到预计的肿瘤处方剂量和危及器官的剂量限值，有助于实现精准放射性粒子植入和质量控

制的标准化。 

 
 
PH-008 

CT 引导 125I 粒子植入治疗局部复发直肠癌的疗效和剂量学分析 

 
王皓 王俊杰 袁慧书 姜玉良 田素青 柳晨 李金娜 杨瑞杰 孙海涛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观察 CT 引导放射性 125I 粒子植入治疗局部复发直肠癌（locally recurrent rectal cancer, 

LRRC）的疗效，分析剂量学参数与预后之间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3 年 9 月至 2011 年 12 月我院 36 例 CT 引导下放射性 125I 粒子植入治疗

LRRC 临床疗效。本组患者均在 CT 引导下行盆腔复发肿瘤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术，术后即刻行

CT 扫描剂量验证，评估 D90、D100、V100 和 V150。本组患者粒子活度中位 0.7 mCi（0.4 ~ 

0.8mCi），植入粒子中位 74 颗（33 ~ 137 颗）。评价患者总生存时间和肿瘤局部控制时间，及其

与 D90、D100、V100 和 V150 的关系。 

结果 中位生存期 16.2 个月（95% CI 13.5 ~ 18.9 个月）。中位局部控制时间 10.0 个月（95% CI 

6.2 ~ 13.8 个月）。D90 （118.6 ± 25.1）Gy， V100 （90.0 ± 0.3）% 。单因素分析提示 D90 与

局部控制时间相关（p  = 0.048），V100 与总生存时间相关（p = 0.035）。Cox 多因素分析显示

V100 > 90%是总生存时间的独立预后因素，p = 0.044。  

结论 CT 引导放射性 125I 粒子植入治疗局部复发性直肠癌，术后验证计划 D90 > 140 Gy、V100 > 

90%有利于提高肿瘤局部控制率和总生存率。术后验证计划 D90 和 V100 可能预测患者治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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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09 

上尿路输尿管癌患者术后局部复发模式及对放疗靶区勾画指导 

 
李晓颖 高献书 张争 方东 崔明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对具有术后复发高危因素的上尿路输尿管癌（UTUC）患者行术后辅助放疗是上尿路输尿管

癌综合治疗的一部分。本研究分析上尿路输尿管癌患者术后局部复发模式，为术后辅助放疗临床靶

区（CTV）勾画提供指导。 

方法  分析 2010-2015 年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行肾输尿管癌全长切除术，术后局部复发的

UTUC 患者首次出现的膀胱或区域淋巴结复发情况。患者膀胱复发及具体复发部位依据影像记录和

我院膀胱镜检查结果。淋巴结复发标准为患者术后影像学出现短径超过 1cm 的区域淋巴结。 

结果  113 名患者术后中位复发时间为 9 个月，其中 69 名（61.1%）患者为膀胱复发，48 名

（42.5%）患者为区域淋巴结复发。对膀胱复发情况分析，膀胱三角区是膀胱复发的高危区域，68

名膀胱复发患者中 58 名（85.3%）为三角区复发。肾盂癌和上段输尿管癌患者与中下段输尿管癌

患者相比，膀胱复发概率无统计学差异(54.5% Vs 65.5% ，P=0.234)。 

对区域淋巴结复发的患者进行分析，原发肿瘤位于肾盂和上段输尿管的 UTUC 患者肾门和腹主动

脉旁淋巴结复发率明显高于中下段输尿管癌患者。肾盂癌和上段输尿管癌患者淋巴结复发高危区域

是肾门，腹主动脉旁和髂总动脉淋巴结，复发率分别是 20%，43.1%和 13.8%。中下段输尿管癌患

者淋巴结复发高危区域是腹主动脉旁，髂总动脉和髂内动脉淋巴结，复发率分别为 26.2%，24.6%

和 12.3%。 

结论  膀胱复发是上尿路输尿管癌患者术后局部复发高危区域，尤其是膀胱三角区复发，所有

UTUC 患者术后辅助放疗临床靶区（CTV）需要包括膀胱三角区部位。 

肾盂和上段输尿管癌患者肾门，腹主动脉旁和髂总动脉区域淋巴结转移率高；中下段输尿管癌患者

腹主动脉旁，髂总动脉和髂内动脉区域淋巴结转移率高。 

术后辅助放疗靶区临床靶区（CTV）需要包括膀胱三角区，淋巴结预防照射范围可根据原发肿瘤部

位进行选择性照射，以减少患者副反应。 

 
 
PH-010 

胃癌放疗患者肾毒性分析 

 
张楠

1,2
 张力元

2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2.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目的  通过对胃癌患者放疗情况及肾脏受照剂量进行回顾性分析，并结合放疗前后肾功能评价，探

讨胃癌患者在接受放射治疗时对肾脏的影响。  

方法 收集了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放疗科自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全部接受过放射治疗的胃

恶性肿瘤患者的病历及放疗病案，提取了放疗方案及肾脏剂量等数据及血液、尿液生化检查结果。

采用回顾性研究，通过 SPSS 22.0 软件，利用配对 t 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等统计学方

法对符合条件的 40 例病例进行剂量学相关的回顾性分析，同时结合了部分患者放疗前和一段时间

后随访时的肾小球滤过率（MDRD 法），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右肾最大剂量较靶区处方剂量低，而左肾最大剂量与靶区处方剂量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

异。左肾平均剂量高于右肾平均剂量，双侧肾脏的平均受照剂量均远小于靶区处方剂量及肾脏的

TD5/5。5 野 IMRT 的病例右肾最大受照剂量较接受 6 野 IMRT 的病例的右肾最大受照剂量低。21

例随访记录中包括肾功能相关的实验室检查结果的病人，中位随访期 6 个月（3-9 个月），其放疗

后至末次随访期间均没有发现明显的蛋白尿等，放疗前与放疗后的肾小球滤过率（MDRD 法）两

者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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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采用调强放射治疗技术，在胃癌放疗中可以很好地保护离肿瘤靶区最近的正常组织器官——

肾脏。 

 
 
PH-011 

TAM 在胃癌中两种计数方法的表达差异及其和预后的关系 

 
王朝阳 寇梦瑛 钟丽君 俸敏 杜日昌 张涛 崔磊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粤北人民医院放疗科 512025 

 

研究目的  胃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总体 5 年总生存率仅为 28%左右。TNM 分期是胃癌

最重要的临床分层治疗和预后判断因素，但是，胃癌 TNM 分期系统显得较复杂。因此，寻找新的

胃癌生物预后标记物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探讨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Macrophage, 

TAM)在胃癌中两种计数方法的表达差异以及在预测胃癌预后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病理证实 114 例胃癌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技术检测

CD68 分化抗原来判断胃癌组织中 TAM 的表达。111 例患者(97.4%)行 R0 切除，113 例(99.1%)行

D2 淋巴结清扫术，43 例(37.8%)行术后辅助化疗。采用 Kaplan-Meier 法分析生存率，Log-rank 检

验比较组间生存差异。 

结果  114 例胃癌组织中均有 CD68 的表达，百分数计数法和绝对值计数法的检测结果一致，高表

达者均为 52 例（45.6%），低表达者均为 62 例（54.4%）。预后分析发现，采用百分数计数法，

CD68 高表达患者与 CD68 低表达患者的 3 年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和无进展生存率

(progression-freesurvival, PFS) 分别为 45.9%和 42.4%（P=0.926）、34.6%和 42.0%

（P=0.797）；采用绝对值计数法，CD68 高表达患者与 CD68 低表达患者的 3 年总生存率和无进

展生存率分别为 39.6%和 49.5%（P=0.488）、37.5%和 39.3%（P=0.471）。 

结论  TAM 在胃癌组织中存在表达，百分数计数法和绝对值计数法皆可作为 TAM 的计数方法，二

者计数结果基本一致。两种计数方法对 TAM 与胃癌预后关系的分析基本一致，均提示 TAM 和胃癌

的远期预后无明显相关。 

 
 
PH-012 

中危前列腺癌放疗前加或不加新辅助内分泌治疗对 PTV 和 OAR 的

剂量学影响 

 
陈炬辉 周永涛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对于中危前列腺癌，放疗前先予以新辅助内分泌治疗 2 个月，然后行放疗+同时内分泌治疗+

辅助内分泌治疗（内分泌治疗总时间 6 个月）与不加新辅助内分泌治疗，直接予以放疗+同时内分

泌治疗+辅助内分泌治疗（总时间 6 个月）对比，观察先行内分泌治疗对放疗前前列腺体积的有无

改变以及两种方案对放疗计划中 PTV 及 OAR（膀胱、直肠）的不同剂量学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危前列腺癌 25 例（2010.6-2016.6）。分为两组。新辅助内分泌组 12 例，放疗

前行 LHRHa+比卡鲁胺去势治疗 2 个月（LHRHa3.75mg 皮下注射一次，口服比卡鲁胺 1 片

qd），然后行 IMRT 照射。DT7000cGy/35F/7w，放疗中继续同步上述内分泌治疗（LHRHa 每 4

周注射一次+比卡鲁胺 1 片 qd），放疗结束后继续辅助内分泌治疗（LHRHa 每 4 周注射一次+比卡

鲁胺 1 片 qd）直至内分泌治疗完成 6 个月的治疗时间。另外一组未行新辅助内分泌治疗，共 12

例。直接开始 IMRT 放疗。DT7000cGy/35F/7w，放疗同时予以 LHRHa+比卡鲁胺去势治疗，放疗

结束继续辅助内分泌治疗，内分泌治疗共持续 6 个月（内分泌具体用药同上）。分析计算两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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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列腺平均体积、新辅助内分泌组在内分泌开始治疗到放疗前的前列腺体积退缩率，重要器官膀

胱 V40-60 及直肠的 V40-70 的对比。 

结果 新辅助内分泌组治疗前 PTV 的平均体积：41.29ml，未行新辅助内分泌组 PTV 平均体积：

52.31ml。与未行新辅助内分泌治疗组相比，新辅助治疗组平均 PTV 体积缩小 26.7%。新辅助治疗

组 vs 未行新辅助治疗组的膀胱的 V70、V65、V60、V50、V40 分别是：

4.4%vs5.0%;6.8%vs7.5%;9.2vs10.7%;16.2vs21.6%;22.8%vs30.2%。新辅助治疗组 vs 未行新辅

助治疗组的直肠的 V70、V65、V60、V50、V40 分别是：

1.6%vs3.1%;14.1%vs17.1%;20.4vs23.7%;35.1vs42.4%;46.2%vs49.2%。 

结论 中危前列腺癌根治性放疗前先予以 2 个月的新辅助内分泌治疗，可以在放疗前有效缩小前列

腺的体积，使得放疗中 PTV 体积缩小，同时减少了重要器官膀胱及直肠的受量，有利于保护重要

脏器，减轻后期不良反应的发生。 

 
 
PH-013 

局部中晚期直肠癌术前新辅助同期加量调强放疗 II 期临床研究

的初步结果 

 
刘其腾

1
 冯林春

1
 贾宝庆

2
 戴广海

3
 王运来

1
 陈静

1
 杨涛

1
 温珂

1
 曾铭玥

1
 

1.解放军总医院 放疗科 

2.解放军总医院 肿瘤外科 

3.解放军总医院 肿瘤内科 

 

目的  观察和评估可手术切除中晚期直肠癌术前新辅助同期加量调强放疗(SIB-IMRT)联合卡培他滨

同步放化疗+1 周期卡培他滨诱导化疗联合 TME 手术治疗策略的可行性、安全性及临床疗效。  

方法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入组 42 例 II 或 III 期直肠癌患者接受术前调强放疗。剂量分割模

式为局部直肠病变及阳性淋巴结给予 58.75Gy/25F(2.35Gy/F)，盆腔淋巴引流区给予 50Gy/25F 

(2.0Gy/F)，口服卡培他滨同步化疗(825mg/ m2，2 次/日，5 天/周×5 周)。同步放化疗结束后休息 1

周，继续行 1 周期口服卡培他滨诱导化疗(1250mg/m2，2 次/日，d1-14）。同步放化疗结束后 6-8

周(即诱导化疗结束后 3-5 周)接受直肠癌根治性手术。研究主要终点为病理完全缓解率(ypCR 率)，

次要终点为急性放疗反应、TN 降期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无病生存率、总生存率及保肛手术

率。  

结果  42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术前同步放化疗及术前诱导化疗，32 例患者行直肠癌根治术，4 例患者

因症状缓解拒绝手术，6 例患者等待手术，其中 1 例患者肿瘤距离肛缘 3cm，因放疗后肛周水肿手

术时间延迟；ypCR 率为 34.4%(11/32)，TN 降期率为 90.6%(29/32)，T 降期率为 75%(24/32)，

R0 切除率为 100%，保肛手术率为 75%(24/32)；放化疗期间不良反应大部分为 1~2 级急性不良反

应，3、4 级不良反应共 3 例，未见 5 级急性不良反应。同步放化疗结束后至手术中位时间为 7.6

周，手术住院中位时间为 14 天。术后并发症为 1 例输尿管损伤和 1 例肠梗阻，围手术期内未见死

亡。中位随访时间 12.3 个月，目前未发现肿瘤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 

结论  局部中晚期直肠癌患者行术前 SIB-IMRT 同步卡培他滨放化疗+1 周期卡培他滨诱导化疗联合

TME 术方案的初步结果表明其近期疗效好、安全可行、不良反应发生率低，ypCR 率达到预期，值

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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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14 

T3 亚分期联合 EMD/直肠系膜厚度比例预测 T3 期直肠癌新辅助放

化疗疗效 

 
申丽君

1
 孙轶群

2
 邓卫娟

1
 张敬

1
 王雅琪

1
 张慧

1
 梁丽萍

1
 李桂超

1
 朱骥

1
 童彤

2
 章真

1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影像诊断科 

 

目的  RSNA 或 ESMO 标准中直肠癌 T3 亚分期均根据肿瘤浸润直肠系膜的最远深度。然而，直肠

系膜厚度的个体差异可能对该亚分期系统带来局限。本研究拟探讨直肠系膜浸润深度（EMD）与

直肠系膜厚度比例与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及其与预后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2010 至 2012 年在我院接受高分辨 MRI 检查及新辅助放化疗的 107 例

T3 期直肠癌。EMD 定义为肿瘤侵犯超过直肠固有肌层，即浸润直肠系膜的最远深度。直肠系膜厚

度为直肠固有肌层最外侧至直肠系膜筋膜的系膜深度。EMD 与直肠系膜厚度在同一层面的相同起

点进行测量。本研究比较了 EMD/直肠系膜厚度比例、其他 MRI 和临床参数与病理完全缓解

（pCR）的关系，以及与无病生存（DFS）和总生存（OS）的关系。   

结果 107 例 T3 期患者中，EMD/直肠系膜厚度比例的平均值为 0.55±0.3。研究根据临床可行性选

择 0.5 作为截断值进行后续分析。其中 59 例（55.7%）患者 EMD/直肠系膜厚度比例 ≤  0.5。该比

例 ≤ 0.5 的患者 pCR 率显著高于比例 > 0.5 者（27.1% vs. 10.6%, P=0.034）。多因素分析显示

EMD/直肠系膜厚度比例 > 0.5（HR, 2.802; 95% CI, 1.222-6.426; P = 0.015）、mrN2 期（HR, 

4.254; 95% CI, 1.930-9.380; P < 0.001）、姑息性 Hartmann 手术（HR, 3.972; 95% CI, 1.236-

12.759; P = 0.021）是 DFS 的不良预后因素。EMD/直肠系膜厚度比例 > 0.5（HR, 4.952; 95% CI, 

1.049-23.372; P = 0.043）、mrN2 期（HR, 15.027; 95% CI, 1.868-120.897; P = 0.011）是更差

OS 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EMD/直肠系膜厚度比例为 0.5 可能作为 T3 期直肠癌亚分期的补充指标。EMD/直肠系膜厚度

比例 ≤ 0.5 的患者新辅助放化疗后 pCR 率更高，预后更好。本研究还有待更大样本量数据的进一步

验证。   

 
 
PH-015 

前列腺癌调强放疗中直肠充盈状态对靶区及危及器官的影响 

 
应文敏

2
 廖绍光

2
 傅志超

2
 冯静

2
 雷勇

1
 程惠华

2
 

1.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医务部 

2.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放疗科 

 

目的  探讨前列腺癌调强放疗（IMRT）中直肠充盈状态对靶区及危及器官（OAR）的影响。 

方法  选取 15 例局限期前列腺癌 IMRT 患者，在直肠充盈和排空状态下采集 2 次盆腔定位 CT 图

像，由同一高年资放疗医师勾画靶区及 OAR（直肠、膀胱、股骨头）后，由同一高年资放疗物理

师在相同处方剂量下行调强放疗计划设计。将 2 种直肠充盈状态下的靶区和 OAR 剂量学参数进行

分析和配对 t 检验。 

结果  在定位和实际治疗时在直肠体积一致时（排空或充盈状态），直肠不同体积状态对靶区、膀

胱及股骨头剂量学参数无统计学差异(P>0.05)。如出现本试验假设的 CT 定位时为直肠排空状态而

实际治疗时为直肠充盈状态的情况，放疗靶区的平均剂量、均匀指数、适形指数将出现差异

（P<0.05）；直肠受照射剂量增加，直肠平均剂量相差达 56%，V50 相差 58%、V70 相差达

288%（P<0.05）；膀胱及股骨头剂量学参数则不受直肠充盈状态的影响(P>0.05)。 

结论  前列腺癌 IMRT 治疗期间直肠保持排空状态一致能保证放疗计划得到很好的执行，反之当定

位与放疗期间直肠排空状态不一致时，放疗靶区及直肠剂量学将出现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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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16 

降低直肠癌放疗 CTV 上界的临床价值探讨 

 
杨咏强

1,2,3
 钱建军

1,2,3
 赵培峰

1,2,3
 朱雅群

1,2,3
 田野

1,2,3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肿瘤放疗科 

2.苏州大学肿瘤放射治疗学研究所 

3.苏州市肿瘤放射治疗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长期以来，直肠癌术后放疗靶区 CTV 的上界要求至少包括 L5/S1，而该标准的参考资料来源

于外科 TME 手术在临床上大规模开展之前。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术后淋巴结病理阴性

（pN0）以未侵犯到直肠系膜（MRF-）的患者，S2/S3水平以上盆腔极少发生肿瘤局部复发。通过

将 CTV 上界降低至 S2/S3水平，在不影响肿瘤局部复发率的情况下，有望明显降低直肠癌放疗的

腹泻等急性胃肠道反应。 有专家推荐对于术前影像学淋巴结阴性以及 MRI 提示肿瘤未侵犯直肠系

膜（MRF-）者，CTV 上界包括 S1/S2水平即可。该研究拟通过比较直肠癌术后 IMRT 常规放疗计

划和降低 CTV 上界计划的小肠绝对受照射剂量，探讨降低 CTV 上界计划在减少肠道方面的临床应

用价值。 

方法  选取 10 例于 2013-2014 年间在我科治疗的病理结果显示 pN0及 MRF-的 II 期直肠癌术后辅

助放疗患者的定位 CT 图像。所有患者定位前均充分充盈膀胱，定位时采用俯卧位及有孔腹板，行

增强 CT 扫描，要求肿瘤距离肛缘≤10 cm。每例患者分别设计 2 组 7 野 IMRT 计划，处方剂量为

50Gy/25 次。对照组（常规靶区）CTV 上界为 L5/S1，研究组（小靶区）CTV 上界为 S1/S2。利用

剂量体积直方图评价靶区剂量分布以及危及器官的照射剂量。两种计划参数比较用配对 t 检验。 

结果 两组治疗计划间 PTV 靶区的中位剂量（D50）、最低剂量（D98）、最高剂量（D2）、适形指

数（CI）及均匀指数（HI）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小靶区组计划的小肠 V45、V40、V30、V20、

V15及 V10均低于常规靶区组（P=0.010、0.007、0.001、0.002、0.004、0.000）。小靶区组计划

和常规靶区组计划的小肠 V15分别为 248.29 ± 94.75 cc 和 311.60 ± 96.93 cc。小靶区组计划的骨

盆平均剂量（Dmean）、V40、V30、V20及 V10均低于常规靶区组（P=0.000、0.025、0.006、

0.000、0.000）。两种计划间膀胱及股骨头的 Dmean、V10-V50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通过将 CTV 上界从 L5/S1降低至 S1/S2水平，有望在不影响肿瘤局部复发率的情况下，明显降

低直肠癌放疗患者的腹泻及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一项评估降低直肠癌放疗 CTV 上界可行性的前

瞻性 II 期临床研究正在进行。 

 
 
PH-017 

The relationship of tumor regression grade and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treated 

with preoperative two-week course radiotherapy 
 

Li Jinluan
1
,Li Yong-heng

2
,Zhu Xiang-gao

3
,Huang Yun-xia

1
,He Jun-yan

1
,Cai Yong

2
,Lin Chi

4
 

1.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2.Pek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3.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4.University of Nebraska Medical Center 

 

Purpos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mor regression grade (TRG) and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LARC) treated with preoperative two-week course 
radiotherapy. 
Methods and Material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356 consecutively treated patients with 
LARC in our institution between 2002 and 2010. All patients underwent a preoperative two-week 
course of RT (30Gy in 10 fractions) followed by curative surgery. The slides of surgical 
specimens were reviewed and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Mandard TRG. We compared patient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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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response (Mandard TRG1-3) vs. poor response (Mandard TRG4-5). Outcomes evaluated 
were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Log rank test,?2 test, and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probability that Mandard TRG was 
associated with patient outcomes. 
Results  Of the 356 patients, 14.3% were TRG 1, 30.3% were TRG 2, 6.2% were TRG 3, 3.7% 
were TRG 4, and 45.5%were TRG 5. By univariate analysis, none of the pretreatment factors, 
including age, sex, distance to anal verge, pretreatment T and N stage, had an impact on survival 
outcomes, including disease-free survival, and overall survival. Postoperative factors, including 
pathologic T category (ypT), pathologic N category (ypN), postoperative staging, surgical 
procedure (low anterior resection vs. others), pathologic grade and TRG did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survival outcomes. The good responders (TRG1-3) had significantly better OS and DFS than 
poor responders (TRG4-5) (5y-OS, 85.0% vs.65.6%, P = 0.001; 5y-DFS, 79.8% vs.58.7%, 
P<0.001). By multivariate analysis combining all pre- and post-treatment parameters, ypN 
(P<0.001) and pathologic grade (P=0.018)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DFS. Furthermore, ypT (P=0.009), ypN (P=0.001), surgical procedure (p=0.001) and 
TRG (p=0.019)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OS. 
Conclusions  The good TRG responders had a favorable prognosis for patients treated with 
preoperative two-week course radiotherapy. The ypT, ypN, surgical procedure and TRG seemed 
to affect the OS. 
 
 
PH-018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PD-L1 expression are 

associated with tumor regression grade in rectal cancer 
 

Du Kaixin,He Jun-yan,Peng Qing-qin,Zhang Xue-qing,Hong Liang,Li Jin-luan,Wu Jun-xin 
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350014 

 

Objective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 (PD-L1) expression 
and tumor regression grade (TRG) in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treated with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Methods  Fifty-six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rectal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between June 2006 and February 2015 were enrolled. The expression of PD-L1 in 
56 paraffin-embedded rectal tumor tissue was detected using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The histology of all surgical specimens was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Mandard TRG system. 
Results  Of the 56 patients, 5.4% were TRG 1, 19.6% were TRG 2, 21.4% were TRG 3, 42.9% 
were TRG 4, and 10.7% were TRG 5. The good responders (TRG1-3) had significantly better OS 
and DFS than poor responders (TRG4-5) (P=0.001 and P=0.008, respectively). TRG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OS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HR, 20.609; 95%CI, 2.389-177.773; 
P=0.006).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ILs) had a higher PD-L1 expression than cancer cells 

in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57% vs. 18%, p＜0.001). The good responders (TRG1-3)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PD-L1 expression than poor responders (TRG4-5) in TILs (31.2% vs. 66.7%, 
p=0.014).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has been found between the TRG and PD-L1 expression in 
cancer cells (r=0.154, P=0.255). However, the PD-L1 expression in TILs showed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RG (r=0.351, P=0.009).  
Conclusions  TRG i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OS in rectal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The expression of PD-L1 in TILs might have relation with TRG. 
Patients with PD-L1 (+) TILs seem to have a poor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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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19 

调强放疗联合 FOLFOX 治疗直肠癌术后复发疗效评价 

 
张春林 赵林 田小刚 

甘肃省肿瘤医院 730050 

 

目的 分析调强放疗联合 FOLFOX 同步放化疗治疗直肠癌术后复发患者的近期疗效和毒副反应。 

方法 选择 2010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经病理学证实的直肠癌术后复发病例，无法行

病理诊断的通过 MRI/CT，PET-CT 及肿瘤标记物临床诊断 56 例,均为无再次手术条件和不愿意接

受再次手术的患者，预计生存期≥3 个月，KPS 评分 60～90 分，局部复发病灶直径不超过 8 cm，

无远处转移。将 64 例患者按随机方法均分为 2 组( 观察组 32 例，对照组 32 例)，2 组在性别、年

龄、病理分类、KPS 评分及 CEA 检全部病例均接受调强放疗，具体步骤为:患者以体模固定体位，

然后再 CT 下扫描，扫描厚度为 5 mm，将 CT 扫描后图像传至治疗计划系统，进行靶区的勾画。

大体肿瘤体积( GTV) 范围包括复发病灶 + 阳性淋巴结;临床靶区( CTV)为 GTV+淋巴引流区,外放

0.8～1cm；计划靶区( PTV) 为 CTV 外 1～1．5 cm，90%～95% 等剂量曲线包绕 PTV，采用 6-

MVX 线直线加速器 IMRT 照射，GTV 总剂量 66～70Gy/28～33 次。CTV 总剂量 45-50.4/28-33

次。观察组在放疗的同时接受 FOLFOX 联合治疗: 给予：奥沙利铂 135 

mg/m2，d1、22 静脉滴注，滴注时间约为 2 h，卡培他滨 1350 mg/m2 d1-15，d21-35 重复一周

期，与放疗同步进行。对照组放疗同时配合卡培他滨 1350 mg/m2 d1-15、d21-35 同步化疗。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有效率分别为 90.6%和 65.6%，1 年生存率分别为 68.7%和 46.9%，3 年生

存率为 31.2% 和 25% ( P＜0.05) 

。2 组胃肠道反应和血小板减少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结论 调强放疗联合 FOLFOX 方案治疗直肠癌术后复发的疗效好于放疗联合卡培他滨，且毒副反应

可耐受。 

 
 
PH-020 

胃癌胃周淋巴结引流区 CT 图谱的构建 

 
冯玲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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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

3
 张玉晶

1
 

1.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2.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3.中山大学 

 

目的  勾画不同部位胃癌（上、中、下部）的胃周淋巴结引流区域图谱。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我院初诊且接受手术的胃癌患者 221 例，选取 1 例鼻

腔 NK/T 细胞淋巴瘤 I 期患者的正常腹部 CT 作为模板，将同时符合术后病理阳性和影像学诊断标

准的 221 例患者的 1277 枚淋巴结按日本胃癌协会推荐的淋巴结分区勾画于模板 CT 图像上。将所

有勾画的淋巴结数据导入采用 Matrix Laboratory 编写的软件，处理后得到胃周淋巴结转移危险区

域图谱。依据软件处理的图谱结果提出适用于临床淋巴结区勾画的方法，并用 Monaco 系统自动勾

画，将勾画结果重新输入软件，并计算勾画结果对实际淋巴结转移区域的覆盖率。 

结果 依据淋巴引流区勾画结果，我们认为每组淋巴结引流区可根据与肿瘤原发部位距离的不同分

为三部分勾画：1.原发肿瘤与淋巴引流区较近的区域，相应血管和胃壁之间的间隙需全部勾画，操

作方法为相应血管沿胃壁方向外扩 15mm，垂直胃壁方向的内侧界为胃壁，外侧界为相应血管外扩

7mm。2. 原发肿瘤与淋巴引流区较远的区域，仅沿相应血管外扩 7mm。3.如果原发肿瘤与淋巴引

流区的的距离足够远则无需勾画相应血管。按此种方法勾画后淋巴结引流区覆盖率在 84.7%和

100%之间，我们对覆盖率小于 95.0%的淋巴结引流区进行适当微调，以使其覆盖率>95.0%。微调

淋巴结引流区包括：胃上部癌的胃右淋巴结引流区外界应改为肝外缘。胃上部癌的胃大弯侧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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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流区应把胃短血管和胃网膜左血管外扩后的区域连接在一起。胃中部癌的胃大弯侧淋巴结引流区

为将远端 1/2 胃网膜右血管沿胃体方向外扩 12mm。 

结论  以血管为基础的胃周淋巴结引流区勾画切实可行，这为临床靶区勾画提供了参考。  

 
 
PH-021 

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术前同步放化疗±新辅助全身 

化疗的前瞻Ⅱ期研究 

 
李雷蕾 王文玲 董洪敏 王刚 罗妍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50000 

 

目的  探索术前同步放化疗加新辅助全身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2012 年 01 月-2015 年 12 月贵州省肿瘤医院腹部肿瘤科收治的中低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

者，资料完整可供分析 80 例，80 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 40 例，为同步放化后加全身化疗组

【盆腔放疗 DT:45Gy/25f/5w，直肠肿块同步加量至 50Gy/25f/5w，放疗每周 d1-d5 同步 5-Fu 持续

滴注，随后行 4 周期 FOLFOX4 方案化疗，治疗结束后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 手术），手术

结束后 4 周还需完成 4 周期 FOLFOX4 方案辅助化疗】。对照组 40 例，为同步放化疗组（盆腔同

步放化疗方案同实验组；治疗结束后 6-8 周行 TME 手术，术后 4 周完成 8 周期 FOLFOX4 方案辅

助化疗）。 

结果  实验组、对照组 pCR 率分别为 20.0%、5.0%（P=0.043）；降期率分别为 60.0%、37.5%

（P=0.044)；R0 切除率分别为 77.5%和 65.0%（P=0.217)。3 年局部复发率分别为 9.6%及

11.5%（P=0.820），3 年总生存率、3 年远转率分别为 72.5%和 65.5%（P=0.378)、25.0%和

37.5%（P=0.228)。两组完成新辅助同步放化疗、根治性切除术及围手术期全身化疗患者共 57

例，实验组 31 例，对照组为 26 例。接受 8 周期全身化疗完成率实验组为与对照组分别为 87.1%

及 61.5%（P=0.026）。实验组患者发生Ⅰ-Ⅳ级急性反应低于对照组，但无统计学差异

（P>0.05）；两组的术中出血发生率、伤口延期愈合发生率期吻合口瘘发生率均无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显著提高了近期疗效（pCR 率及降期率），但未能显著提高 3 年总生存

率。 

 
 
PH-022 

同期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对中晚期前列腺癌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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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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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绪群

3
 

1.武汉市黄陂区人民医院暨江汉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湖北省肿瘤医院 

3.黄石市中心医院 

 

目的  探究同期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对中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生存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1 年 9 月-2013 年 2 月在我院（黄陂区人民医院，湖北省肿瘤医院,黄石市中心医

院）接受治疗的中晚期前列腺癌患者 82 例，按照随机数表的方式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

组采用三维适形放射治疗方法，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内分泌治疗（口服比卡鲁胺 50mg／

次，1 次／d，皮下注射戈舍瑞林 3．6 mg,每 28 d /1 次）；两组患者生存质量的评测观察 PSA

（前列腺特异抗原）、最大尿流率、前列腺癌症状评分表（Expanded 

Prostate Cancer Index Composite，EPIC）各项数据得分以及两组患者在治疗后并发症数据。结

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后的最大尿流率数据分别为 14.95±0.97ng/ml，11.03±0.98ml/s；实验

组最大尿流率数据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和对照患者 EPIC 泌尿功能得分分别为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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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实验组患者的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并发症的总发生

率分别为 41.5%，70.7%，实验组患者的数据低于对照组数据（P<0.05）。 

结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后的最大尿流率数据分别为 14.95±0.97ng/ml，11.03±0.98ml/s；实

验组最大尿流率数据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和对照患者 EPIC 泌尿功能得分分别为 

88.9，81.7，实验组患者的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并发症的

总发生率分别为 41.5%，70.7%，实验组患者的数据低于对照组数据（P<0.05）。 

结论 同期放疗联合内分泌治疗能够降低中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血清 PSA，改善患者生理功能状

况，不良反应较少，且能够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具有重要的临床推广价值。 

 
 
PH-023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Moderate Hypofractionated 

Radi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 

An Updated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cao ling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Objectives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moderate hypofractionated radiotherapy (H-
RT) versus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C-RT) in patients with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 
Methods  The Web of Science, Embase, Pubmed and Cochrane Library databases were used 
to conduct the literature searches. Pooled risk ratio (RR) and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were calculated. Furthermore, RevMan 5.3 was used to perform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Nine eligible studies, including a total of 5969 patients were identified. Compared to the 
C-RT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5-year biochemical or clinical failure-free 
(RR =1.04, 95%CI: 1.01–1.08; P = 0.01) and 5-year disease-free survival (RR=0.79, 95%CI: 
0.67-0.94, P=0.007) rates in the H-RT group,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5-
year overall survival (RR = 1.02, 95% CI: 0.99–1.04; P =0.18). In addition, the incidence of the 
following adverse effects wasn‘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grade 2-4 
acute/late gastrointestinal toxicity and grade 2-4 acute/late genitourinary toxicity.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biochemical failure, local failure, distant failure and prostate cancer-specific 
mortality. 
Conclusions  Implementation of moderate H-RT in patients with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 was 
superior to C-RT and did not elicit an increase in advers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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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24 

随机、对照、开放、多中心 UGT1A1 基因引导下卡培他滨+/-伊立

替康用于直肠癌新辅助化放疗的临床 III 期研究初步结果报道 

 
朱骥

1
 孙新臣

2
 张涛

3
 刘安文

4
 朱远

5
 朱雅群

6
 王辛

7
 贾鑑慧

8
 周菊英

9
 罗波

10
 章真

1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江苏省人民医院 

3.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5.浙江省肿瘤医院 

6.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7.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8.辽宁省肿瘤医院 

9.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湖北省肿瘤医院 

 

目的 术前放疗联合氟尿嘧啶类单药是当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标准治疗模式，伊立替康作为直肠

癌的有效化疗药物之一，在新辅助阶段加用是否能进一步提高疗效目前尚无 3 期研究结果报道。我

院前期的一项 I 期研究显示，在 UGT1A1 基因引导下，6/6 表型患者伊立替康周剂量可提升至

80mg/m
2
, 6/7 表型可提升至 65mg/m

2。本研究是在此基础上，在 UGT1A1 引导下进行的一项临床

III 期研究，来验证伊立替康对直肠癌新辅助化放疗的获益。  

方法 本研究为随机、对照、开放、多中心临床 III 期研究，符合标准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被随机分

为 2 组：A 组患者接受全盆腔 IMRT 放疗，总剂量 50Gy/25Fx，放疗同期联合卡培他滨 825mg/m
2
 

bid d1-5 qw，并在放疗至手术的间隔期给予一程 XELOX 化疗；B 组患者接受放疗相同，放疗同期

联合卡培他滨 625mg/m
2
 bid d1-5 qw + 伊立替康周剂量给药（6/6 表型剂量为 80mg/m

2
/周，6/7 表

型剂量为 65mg/m
2
/周）。放疗至手术的间隔期给予一程 XELIRI 化疗。随机采用中央动态分层随

机，分层因素包括：UGT1A1 基因表达（6/6 或 6/7）、T 分期（T3 或 T4）、距肛距离（<=5cm

或>5cm）。主要研究终点为病理完全缓解 pCR，查阅文献可得常规化放疗方案 pCR 率约为

12%，假设本研究的试验组的 pCR 可达到 25%，取 α=0.05，β=0.15，则每组所需样本量为 161

例，考虑到失访因素，每组计划入组样本量为 180 例。  

结果 2015.11-2016.7，共入组 121 例患者，其中 46 例患者检测 UGT1A1 为 6/6 表型，63 例患者

为 cT3，56 例患者肿瘤距肛距离小于 5cm。经随机后 60 例进入 A 组 61 例进入 B 组。截至统计，

2 组各有 25 例患者接受手术，PCR 人数分别为 5 例和 12 例。毒性反应和治疗依从性数据正在收

集中。  

结论 本研究预计在 2017 年 9 月完成入组，届时将能评价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化放疗加用伊立

替康的耐受性,以及疗效是否可提高。 

 
 
PH-025 

PET-CT/MRI 预测可切除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病理学完全缓解

的初步研究 

 
王建设 唐天友 王勃 辛勇 邱慧 章龙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21003 

 

目的  评估 PET-CT/MRI 预测可切除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病理学完全缓解（pCR）的临床价值及

对临床治疗方案的优化作用。 

方法  2015 年 1 月起在徐州医学大学附属医院开展单中心、单臂、前瞻性研究。初步筛查确诊低

位、低到中危病理证实的直肠癌（分期 uT3N0 或 uT1-3N+，u 指超声分期），无放化疗禁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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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给予基线期/治疗前全身 PET-CT/MRI 检查（如分期超出入组标准，则出组），后行新辅助放化

疗，放射治疗采取同步加量调强放疗，PTV 1.8Gy/次，GTV 2.0Gy/次，总剂量分别为 45Gy、

50Gy。同步化疗方案：希罗达  825mg，BID，5 次/周。放化疗后 6 周（±2 周）给予再次盆腔区域

PET-CT/MRI 检查，并行手术治疗，病理分析。评价两次 PET-CT/MRI 检查结果与新辅助放化疗后

病理结果的相关性。根据病理结果选择是否给予巩固化疗。 

结果  截止 2016 年 2 月初步筛选符合入组患者 16 例，经过基线期 PET-CT/MRI 检查，4 例

（25%）患者发现远处转移，出组后行其它方案综合治疗。12 例患者完成新辅助放化疗，其中 11

例接受手术治疗，1 例患者拒绝手术（PET-CT/MRI 评价达 CR，肠镜复查病理证实阴性）。手术

保肛率 90.9%（10/11），R0 切除率 100%（11/11），pCR 率 25%（3/12），PET-CT/MRI 预测

新辅助放化疗后 pCR 阴性预测值达 100%，PET-CT/MRI 与病理结果符合率 91.7%（11/12）。 

结论  PET-CT/MRI 预测可切除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 pCR 正确率高，针对新辅助放化疗后 PET-

CT/MRI 阴性患者可考虑省略手术，以最大限度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PH-026 

75 岁及以上老年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的综合治疗结果 

 
刘文扬

1
 王鑫

1
 金晶

1
 房辉

1
 卢宁宁

1
 邓垒

1
 王健仰

1
 唐玉

1
 肖琴

2
 冯艳茹

3
 景灏

1
 李晔雄

1
 王淑莲

1
 王维虎

1
 刘跃

平
1
 宋永文

1
 余子豪

1
 刘新帆

1
 任骅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2.湖南省肿瘤医院 

3.浙江省肿瘤医院 

 

目的  老年直肠癌综合治疗的标准策略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分析年龄在 75 岁及以上直肠癌患者的

综合治疗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纳入本中心从 2000 年 1 月到 2010 年 12 月，确诊时年龄≥75 岁的直肠腺癌患者，接受了以

根治为目的的手术，病理分期 II/III 期。采用 Charlson 合并症评分评价合并症的严重程度，Kaplan-

Meier 法计算总生存和肿瘤专项生存等结果，log-rank 法亚组生存结果进行比较。Cox 多因素回归

评价各预后因素对生存结果的影响。  

结果 共纳入 181 例患者，男女分别占 67.4%，32.6%，中位随访期 60 个月，中位年龄 77 岁(75-

87)，48 例(26.5%)Charlson 合并症评分≥1 分。术后病理分期 II 期，III 期者分别为 90 例

（49.7%），91 例（50.3%）。95.6%的患者取得了 R0 切除。治疗模式：接受单纯根治术者 95 例

（52.5%），术前放疗+手术者 8 例（4.5%），手术+术后放疗者 53 例（29.3%），接受辅助化疗

者 43 例(23.8%)。放疗技术主要为适形或者调强技术（29 例，16.0%），以及三野常规照射（32

例，17.7%），平均剂量 50.0Gy（范围 22-66Gy）。疗效方面：71 例患者死亡，其中 45 例死于

直肠癌，26 例死于合并症。5 年总生存率（OS）、肿瘤专项生存率（CSS）、无疾病进展生存率

（DFS）和累积局部复发率分别为 60.3%(±3.9%)，71.7%(±3.9%)，63.9%(±4%)，

22.5%(±3.6%)。Kaplan-Meier 法分析发现（新）辅助放疗或者化疗均不影响患者的 OS，CSS 或

者 DFS。放射治疗将 5 年累积局部复发率从 27.9%降低到 10.9%(P=0.010)。除外 R2 的患者进行

分析，结果类似。辅助化疗并未改善局部控制。针对局部复发率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发现，

男性，肿瘤低分化，低位肿瘤，Dixon 手术是局部控制的不良预后因素，放疗是独立的保护性因

素。安全性方面，3 例患者死于手术 (1.7%)，放疗和同步放化疗的患者出现 3 级和以上严重副反应

的比例分别为 18.8%和 33.3%。 

结论 本中心 75 岁及以上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接受根治性手术后，5 年 OS 较年轻人群稍差，CSS

类似，辅助治疗比例偏少。治疗毒性尚可耐受。辅助放疗显著提高了局部控制。筛选合适的患者进

行手术与放疗相结合的综合治疗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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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27 

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 improve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Meta-analysis 
 

Li Nan,Guang-wei Tian,Guang Li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1， China. 110001 

 

          The routine 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 meeting of colorectal cancer have been 
introduced in many countries. Recently, many publications have reported that through the 
Multidisciplinary Team (MDT) can inprove the survial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But the results 
is inconclusive, so we conduct this meta-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MDT in colorectal cancer. 
In this meta-analysis, we collected the datum based on 7 studies which were study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DT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including 28984 coloretal cancer patients. We 
classified these patients into two groups, the patients who were implemented MDT meeting as 
MDT(+) group, the others who were not discussed in MDT meeting as MDT(-) group. The eligible 
studies were searched through PubMed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updated in 14 August 
2016. According to our statistics, we found that MDT is a favorable survival factor for the patients 
who suffer from the colorectal cancer. The pooled Hazard ratios (HR)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result is 0.826 (95% CI:0.735-0.928, p<0.001). All included studies had no 
significant publication bias. In summary, this meta-analysis advanced that MDT meeting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better survival to colorectal cancer. 
 
 
PH-028 

放疗联合阿帕替尼治疗难治耐药直肠癌转移 

 
徐刚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100142 

 

T001144559 吕某，男，62 岁，因直肠癌术后 PT3N2M0 右侧盆壁右侧髂血管右侧髂血管旁淋巴结

转移盆腔复发入院治疗。 

缘于 2014-7 因大便次数增多 4 个月就诊我院，伴里急后重，排便困难，便血，直肠指诊进指 4 厘

米可触及隆起型肿物，我院肠镜检查：距离肛门 5-8 厘米直肠周壁结节样肿物，CEA3.07ng/ml,已

经于外院 FOLFOX2 周期，2014-7-14 我院行直肠癌切除：直肠溃疡型中分化腺癌，大小

3×2×0.8cm； 侵至肠周脂肪组织；未见脉管癌栓，可见神经侵犯； 环周切缘、近端及远端切缘未

见癌；肠周淋巴结可见癌转移（6/12）；另见肠周癌结节一枚。 肿瘤病理分期：pT3N2a，术后行

化疗伊立替康一周期，XELOX5 周期，201501 发现盆腔淋巴结肿大，45*21mm，,201605 与

2016-03-02 盆腔 CT 比较，转移直肠术后，吻合口壁未见增厚。病灶约 45x24mm。术后辅助化疗

多次多程多药耐药，病灶仍进展。2016-1 月复查 CT 发现右侧盆壁、右侧髂血管旁肿大淋巴结，予

以口服药卡培他滨治疗，无明显效果。于 2016-3 月 10 日，于 2016-4-13 日开始予以化疗伊利替

康 280mg+卡培他滨 3 片/次 2 周期，于 2016-6-12 日予以第 3 周期化疗伊立替康 280mg+卡培他滨

3 片/次。于 2016-6-14 日腹泻 7-8 次，呕吐。不耐受化疗，于 2016-6-11 日行盆腔复发病灶调强放

疗，考虑病人多个化疗效果差，耐受差，病人拒绝化疗，要求同期阿帕替尼,每天 250mg，

20160715 放疗 DT50Gy/25 次/5w，胃肠道反应 II，病灶缩小,2016-8-18 与 2016-07-14 盆腔 CT 对

比：直肠术后，吻合口壁未见增厚。右侧盆壁、右侧髂血管旁融合肿大淋巴结较前缩小，较大者原

45x21mm，现约 31x17mm。扫及腹主动脉旁淋巴结，约 19x18mm，追查。 未见盆腔积液。放疗

期间体重无明显改变，浅表淋巴结无肿大，腹壁吻合口未见增厚。下肢无水肿。考虑放疗同期抗肿

瘤血管药物治疗有效，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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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直肠癌术后辅助化疗多次多程多药耐药，病灶仍进展。放疗联合阿帕替尼有增加疗效增敏作

用，病人耐受力好，无高血压，无出血。协同抗肿瘤血管生成，有疗效。本病例排除了创伤愈合、

女性月经等出血因素，因此可以尝试用本药物增敏。 

 
 
PH-029 

Correlation between PD-L1 expression and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following neoadjuvant 

radiotherapy 
 

Peng Qingqin,He Jun-yan,Du Kai-xin,Shao Ling-dong,Tang Li-Rui,Li Jin-luan,Wu Jun-xin 
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350014 

 

Objective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 (PD-L1) expression 
and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following neoadjuvant radiotherapy. 
Methods  Using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we measured the incidence of PD-L1 expression 
in 68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rectal cancer in our institute, from June 2006 to 
February 2015. Age, sex, radiation dose, chemotherapy, carcinoma nodules, vascular tumor 
thrombus, neural invasion, pathologic differentiation, T classification, N classification, tumor node 
metastasis staging, tumor thickness and PD-L1 expression were analyzed to identify prognost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the local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LRFS) 
and the overall survival (OS) rates.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SPSS, version 20.0 
(SPSS, Inc, Chicago, IL). 
Result  A total of 46 (67.6%) male and 22 (32.4%) female patients were enrolled. 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was 32 months (range, 3-157 months).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factors 
affecting DFS were pathological N classification, carcinoma nodules, surgery method (P=0.012, 
0.008, 0.035, respectively), LRFS was affected by pathological N classification, carcinoma 
nodules, PD-L1 expression in cancer cells (<1% or ≥1%) (P=0.028, 0.011, 0.004, respectively), 
and the factors affect OS were vascular tumor thrombus, pat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tumor 
thickness (<12% or ≥12%) (P=0.035, 0.022, 0.008, respectively). The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model showed that PD-L1 expression (HR 5.749, 95%CI,1.326-24.927, P=0.019) 
might affect LRFS. And factors improving OS were pat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HR 0.270, 
95%CI,0.085-0.859, P=0.027) and tumor thickness (HR 0.216, 95%CI,0.061-0.765, P=0.018). In 
addition,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has been found between the tumor local recurrence and PD-L1 
expression in cancer cells (X

2
=5.962. P=0.015). And PD-L1 expression in cancer cell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radiotherapy course, in which PD-L1 expression were higher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short-course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compared with those treated with long-course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r=-0.283, P=0.019).  
Conclusion  PD-L1 expression, pat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and tumor thickness seem to have 
the potential to predict prognosis for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following neoadjuvant 
radiotherapy. The patients with PD-L1 (+) in cancer cells is more likely to have higher local 
recurren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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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30 

直肠癌同步放化疗急性骨髓抑制的剂量学因素分析 

 
刘雪 翟福山 刘明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50051 

 

目的 对直肠癌同步放化疗过程中患者的急性骨髓抑制临床因素及骨盆剂量学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以期为临床中预测和评估急性血液毒性反应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0 例接受同步放化疗的直肠癌患者，将整个盆腔骨髓勾画分为双侧髂骨、低位骨

盆、腰骶椎三个子区域。剂量体积参数采集包括髂骨、低位骨盆、腰骶椎及整个骨盆 V10、V15、

V20、V25、V30、V35、V40、平均剂量和 PTV 剂量及体积。应用 χ2 检验、t 检验及 Mann-

Whitney U 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Logistic 线性回归及逐步回归分析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2 级急性骨髓抑制发生率为 28%(14/50)，发生≥2 级白细胞减低患者髂骨 V20、V25、

V35、平均剂量,低位骨盆 V20、V25、V30,腰骶椎 V15，骨盆 V15、V20 及 PTV 体积明显高于 0-1

级白细胞减低患者（P＜0.05），发生≥2 级中性粒细胞减低的患者骨盆 V20 明显高于发生 0-1 级白

细胞减低患者（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髂骨 V20 及腰骶椎 V15 为与≥2 级白细胞减低相关的

独立影响因素(OR=5.431、2.467，P＜0.05）。ROC 曲线分析结果髂骨 V20 及腰骶椎 V15 的阈值

分别为 61.09%、85.29%，骨盆 V20 的阈值为 83.59%。逐步回归分析结果示髂骨 V10 与白细胞计

数最低值相关，腰骶椎 V10 与中性粒细胞计数最低值相关，腰骶椎 V25 与血红蛋白最低值相关。 

结论 同步放化疗直肠癌患者急性骨髓抑制与低剂量体积有关，髂骨 V20 及腰骶椎 V15 是急性白细

胞减低的独立危险因素，骨盆 V20 是急性中性粒细胞减低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制定治疗计划

时，可以通过其预测急性骨髓抑制的发生。  

 
 
PH-031 

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治疗的疗效及预后因素分析 

 
刘鲁迎 吴伟 鞠海星 朱玉萍 范永田 张凌男 罗加林 刘鹏 卢珂 张娜 沈金闻 李德川 朱远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目的  分析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治疗的疗效及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1 月收治的 182 例 T3-4 或 N+的接受新辅助治疗联

合全直肠系膜切除术的直肠癌患者，盆腔放疗剂量为 46-50.4Gy，同步化疗方案为单药氟尿嘧啶/

希罗达或氟尿嘧啶/希罗达联合奥沙利铂。其中 96 例术前放化疗后接受 1 周期 Xelox 或 FOLOFX

方案新辅助化疗，104 例接受辅助化疗。 

结果  176 例患者接受根治性手术切除（R0 切除率为 96.7%），病理完全缓解率（ypCR）为

21.5%。全组中位随访时间 62.5（35-157）个月。5 年总生存率为 63.9%，5 年无病生存率为

58.8%，5 年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率为 92.1%，5 年无远地转移生存率为 61.7%。多因素分析显

示，术后病理分期（yp II-IIII 期 vs yp 0-I 期，HR 2.791，95%CI 1.141-6.825，P=0.024）、低分

化（有 vs 无，HR 2.702，95%CI 1.589-4.595，P=0.000）及癌结节(有 vs 无，HR 5.196，

95%CI 2.889-9.347，P=0.000)与总生存率相关。不良病理因素脉管瘤栓、癌结节、低分化与无病

生存率及无远地转移生存率相关（P<0.05）。 

结论  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治疗联合全直肠系膜切除术可取得较好的疗效，术后病理分期为

yp0-I 期预后明显优于 ypII-III 期，有不良病理因素如脉管瘤栓、癌结节、低分化者预后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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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32 

2 组比较塞来昔布术前同期放化疗治疗直肠癌的近期疗效观察 

 
钟妮

1
 潘桂华

1
 刘化科

1
 于毅

1
 

1.南方医科大学附属郴州医院 

2.湖南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肿瘤三区 

 

目的  探讨中晚期直肠癌患者腹腔镜手术前给予塞来昔布加卡培他滨联合大分割调强放疗的疗效及

不良反应。  

方法  将 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11 月经病理检查证实为中低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 63 例随机

分为普通卡培他滨组（对照组）对照组（31 例）及塞来昔布加卡培他滨组（32 例），在大分割调

强放疗布 5 个调强照射野，采用低分割照射，总剂量 25 Gy，每次 5 Gy，每周 5 次，约 4-6 周完

成。及同步卡培他滨 2 周期化疗后 6～8 周行腹腔镜手术治疗。另联合赛来西布组服用塞来昔布

（商品名：西乐葆，由西尔大药厂波多黎各分厂生产，规格为每粒 0.2g） 0．2 g，每天 2 次，持

续服用。放化疗结束后 4 ～ 6 周行直肠指诊、盆腔 CT 扫描及直肠腔内超声检查，并对治疗效果进

行评价，重新进行病理分期，确定手术方案。 

观察指标 术前放化疗不良反应为白细胞减少、消化道反应和手足综合征。通过每周复查血常规观

察白细胞减少情况并记录。消化道反应主要为恶心、呕吐、 腹泻等，卡培他滨主要为手足综合

征。统计骨髓抑制分 级，发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皮肤反应、手足综合征、放射性直 肠

炎、膀胱反应、男性性功能减退等例数。统计行腹腔镜下保肛术、腹会阴联合切除术的 例数。统

计术后出现吻合口瘘，伤口延迟愈合，术后感染，保肛率，1、3 年局部复发率，1、3 年总生存率

等。 

结果  塞来昔布加卡培他滨组患者胃肠道反应、手足综合征和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较普通卡培他滨

组明显减少，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生存率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中晚期直肠癌患者腹腔镜手术前给塞来昔布加予卡培他滨联合大分割调强放疗较普通卡培他

滨组有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的趋势，可作为局部晚期直肠癌的有效治疗方案。 

 
 
PH-033 

ERCC1 的表达与 II-III 期直肠癌术后同步放化疗敏感性及预后

的相关性研究 

 
梁晶 

陕西省肿瘤医院 710061 

 

目的  检测 56 例 II-III 期直肠癌患者术后癌组织中 ERCC1 表达，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探讨 ERCC1 对生存的影响，为 II-III 期直肠癌患者的综合治疗提供有意义的临床参考指标。 

方法  统计并随访陕西省肿瘤医院 2010 年 1 月 1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收住入院的 II-III 期直

肠癌患者的诊断、治疗、生存等情况，应用免疫荧光技术检测 56 例 II-III 期直肠癌患者术后癌组织

及 13 例正常肠粘膜组织中 ERCC1 表达，并应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II-III 期直肠癌患者术后癌组织中 ERCC1 表达的平均积分光密度值低于正常肠粘膜组织

（101.3608±13.2118 和 111.8568±11.5228，t=-2.638，P=0.01）。出现复发或转移患者癌组织中

ERCC1 表达低于未出现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0.5462±11.573 和 104.0044±12.303，t=-

3.287，P＝0.002）；浸润深度为 T3 患者癌组织中 ERCC1 表达高于 T4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05.6973±15.3176 和 98.1084±10.4944，t＝2.087，P＝0.044）。不同性别、年龄、肿瘤大

小、病理分级、病理分型患者癌组织中 ERCC1 表达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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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例 II-III 期直肠癌患者的 1 年、3 年、5 年 OS 率分别为 98.2%、87.3%和 75.8%；1 年、3

年、5 年 DFS 率分别为 94.5%、85.4%和 74%。ERCC1 高表达患者 5 年 OS 率和 DFS 率均高于

低表达患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92.6%和 53%，χ2=7.252，P=0.007；92.6%和 55.3%，

χ2=9.048，P=0.003），ERCC1 表达与 OS 和 DFS 均呈正相关（r＝0.573，P＝0.000；r＝

0.567，P＝0.000）； 

3、ERCC1（χ2＝4.654，P=0.031）和复发转移（χ2＝6.752，P=0.009）是影响 II-III 期直肠癌

OS 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1、ERCC1 表达和复发转移是影 II-III 期直肠癌 OS 的独立预后因素。 

2、检测癌组织中 ERCC1 表达对预 II-III 期直肠癌术后放化疗的敏感性及预后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PH-034 

老年前列腺癌大分割螺旋断层放疗的 I-II 期临床研究 

 
崔迪

1,2
 刘海霞

3
 杜镭

1,4
 俞伟

1
 蔡博宁

1
 徐寿平

1
 解传滨

1
 戴相昆

1
 马林

1
 

1.解放军总医院 放射治疗科  

2.解放军第 306 医院 放射治疗科 

3.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放射治疗科 

4.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放射治疗科 

 

目的  观察比较两种剂量分割模式下的老年前列腺癌大分割螺旋断层调强放疗的疗效及晚期毒副反

应。 

材料与方法  该研究为非随机前瞻性 I-II 期临床研究。2009 年 2 月至 2014 年 2 月期间， 67 例大于

65 岁（中位年龄 79 岁，范围 66-87 岁）的老年前列腺癌患者接受了每日 MVCT 引导的根治性螺

旋断层调强放疗。其中 A 组 33 例，前列腺及精囊的处方剂量为 76Gy/34F，2.25Gy/F， 5F/W； B

组 34 例，处方剂量为 71.6Gy/28F，.56Gy/，5F/W。B 组(71.6Gy 组）的 34 例患者中有 25 例同

时接受了盆腔淋巴引流区预防照射 50.40Gy。中危及以上患者均接受内分泌治疗。通过长期随访，

比较两组的疗效及晚期毒副作用（RTOG/EORTC 标准）。 

结果  两组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 80（55-88）月及 40（28-76）月。2 组患者共随访 67 例，失访 2

例，失访率为 2.99%。Kaplan-Meier 生存分析示，A 组 3 年及 5 年总生存率（OS）率分别为

93.3%和 80%；B 组 3 年 OS 为 94.1%。A、B 组前列腺癌特异性死亡率分别为 3.0%和 2.9%。两

组盆腔淋巴结转移几率≥15%、但未做预防性照射的病例中，在随访期间无临床淋巴结转移的发

生。两组 3 年的无病生存率（Disease-free survival，DFS）在 A、B 组分别为 70.0%和 79.4%。

晚期泌尿系统毒性反应 A 组 0 级 63.3%，1 级 30.0%，2 级 6.7%，无 3-4 级反应；B 组 0 级

50.0%，1 级 41.2%，2 级 0%，3-4 级 2.9%，失访 2 例占 5.9%（p>0.05）。晚期消化系统反应 A

组 0 级 83.3%，1 级 10.0%，2 级 6.7%，无 3-4 级反应；B 组 0 级 70.6%，1 级 8.8%，2 级

11.8%，3-4 级 2.9%，失访 2 例占 5.9%（p>0.05）。 

结论  老年前列腺癌大分割螺旋断层放疗后在长期随访过程中，两种剂量分割模式之间的晚期毒副

反应及疗效均未见显著性差异。两组患者严重晚期毒性不良反应少见，均有较高的生存率及生活质

量。本研究还提示，在老年前列腺癌无需行盆腔淋巴引流区预防性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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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35 

伽玛刀对不可切除肝转移的结直肠癌治疗疗效及其影响因素 

 
周荻 徐欣 戴立言 马秀梅 叶明 白永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放疗科 200127 

 

目的  探讨体部伽玛刀对不可切除肝转移的结直肠癌患者肝转移瘤治疗的局部疗效、患者肝转移瘤

治疗后总生存时间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对 30 例合并不可切除肝转移的结直肠癌患者的 52 枚肝转移瘤进行伽玛刀治疗。男性 19

例，女性 11 例。年龄 44-85 岁，中位年龄 65.5 岁。直肠癌 15 例（50%），右半结肠癌 6 例

（20%），左半结肠癌 7 例（23.33%），乙状结肠癌 2 例（6.67%）。同时性肝转移者 15 例，异

时性肝转移者 15 例。单发肝转移者 15 例，2 枚肝转移灶者 8 例，3 枚肝转移灶者 7 例。合并肝外

转移者 14 例，仅肝脏转移者 16 例。肝转移瘤最大径为 0.5-4.9cm，均值为 1.95cm；肝转移瘤的

临床靶体积（CTV）为 1.64-248.27 cm3，均值是 45.25 cm3。肝转移瘤放疗剂量为 30-52 Gy,平

均剂量为 40.08Gy；边缘剂量为给予计划靶体积（PTV）肿瘤中心剂量的 45-50%。用 Kaplan-

Meier 法估计总体生存时间，Log-rank 检验比较各分组中位生存期，单因素分析评价生存时间的影

响因素。 

结果  局部治疗结束后第三个月评价疗效，伽玛刀对肝转移瘤治疗的近期局部有效率（CR+PR）为

63.3% ,近期局部控制率（CR+PR+SD）为 83.7%。30 例患者肝转移瘤伽玛刀治疗后的中位生存

期为 17.4 个月,平均 18.5 个月。所有患者均完成肝转移瘤伽玛刀治疗，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为

16.7%，无严重不良反应。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肝转移瘤伽玛刀治疗后的生存时间与肝转移

瘤的发生时间、肝转移瘤治疗后近期局部有效率、伴肝外转移有关，与肝转移灶数目、放疗剂量

（≤40Gy，＞40Gy）无关。肝转移瘤治疗 CR+PR、SD 以及 PD 患者伽玛刀治疗后的中位生存时

间分别为 22.7m、9.9m 以及 5.2m（P=0.000）。发生肝转移的时间距离原发灶确诊时间≤6 月与＞

6m 患者伽玛刀治疗后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10.9m 和 22.5m（P=0.001）。有无肝外转移患者伽

玛刀治疗后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9.9m 和 20.3m（P=0.003）。 

结论  伽玛刀是治疗结直肠癌合并不可切除肝转移灶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值得进一步推广，患

者预后与肝转移发生时间及伽玛刀治疗后近期疗效、是否伴发肝外转移相关。 

 
 
PH-036 

治疗前后肿瘤标志物变化在中晚期直肠癌肿瘤进展价值 

 
荣玲 胡斌 戴立言 马秀梅 叶明 白永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放疗科 200127 

 

目的   回顾患者手术前后 CEA 及 CA199 水平，统计分析 CEA 及 CA199 水平与肿瘤进展的相关

性，探讨 CEA 及 CA199 变化水平在预测中晚期直肠癌肿瘤进展方式方面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 例中晚期直肠癌病例，病例现病史、个人史、家族史、体格检查资料详尽，

手术后病理学资料完整，术后行辅助化疗 1 次或 1 次以上，化疗方案规范，术前或首次化疗前基本

资料完备并于治疗前后完善了 CEA、CA199、HGB 检测。排除伴有溃疡性结肠炎病史者及术后因

手术并发症死亡的患者。SPSS 21.0 软件统计分析将患者以治疗前后的 CEA、CA199、HGB 是否

正常分组，用 Log-rank 法比较检验各组间生存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对与肿瘤进展相关联的因

子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随访时间为 5 个月至 122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 39 个月，失访率 1%，133 例死于直肠癌，5

年以上存活率 32.8%。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血红蛋白、治疗前后 CEA、CA199 水平均是影响直肠

癌患者无疾病复发生存的预后因素（p 值均<0.05）。进一步探究上述独立危险因素与肿瘤进展方

式（局部复发、局部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关联度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与肿瘤进展与否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进一步进行 COX 回归分析，发现与肿瘤进展关联度依次为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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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B（OR=1.914）、治疗后 CEA（OR=1.881）、治疗前 CA199（OR=1.659），三项 OR 均＞

1。 

   研究发现直肠癌患者治疗前后 CEA 水平与肿瘤进展有明显相关性，CEA 水平对患者的肿瘤进展

有预测作用，CEA 升高的患者肿瘤进展的风险大，发生肿瘤远处转移的患者治疗前 CEA 水平比其

他进展方式（局部复发、局部淋巴结转移）的 CEA 水平高，存在统计学差异。CA199 是独立的预

测预后的预后因子，直肠癌患者治疗前后 CA199 水平与肿瘤进展有明显相关性，CA199 水平对患

者的肿瘤进展有预测作用，CA199 升高的患者肿瘤进展的风险大。直肠癌患者治疗前 HGB 水平与

肿瘤进展有明显相关性，贫血的患者肿瘤进展的风险大；本研究未发现肿瘤不同进展方式的病例间

HGB 存在差异。 

结论  HGB、CEA、CA199 水平与肿瘤进展存在显著相关性，对肿瘤进展与否有预测作用；直肠癌

不同肿瘤进展方式的患者 CEA、CA199 水平之间存在差异。 

  
 
PH-037 

BRCA2 mutation predict poor survival in prostate cancer: 

A meta -analysis from 8988 patients 
 

Cui Ming
1
,Gao Xianshu 

1
,Gu Xiaobin

1
,Guo Wei

2
,Li Xiaoying

1
,Ma Mingwei

1
 

1.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2.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Hebei North University， Zhangjiakou， Hebei， China 

 

Purpose  To focus on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in men with prostate 
cancer (PCa) with Breast Cancer 2 (BRCA2) mutation and offer some convincing evidence for 
adding BRCA2 mutation as an early screening biomarker into NCCN and EAU guidelines. 
Methods  We searched relevant articles from Pubmed, Embase, Web of Scienc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databases to evaluate the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cancer-specific survival 
(CSS) difference between BRCA2 mutation and non-carriers in patients with prostate cancer. 
Hazard ratios (HRs), odds ratios (ORs) and their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s) were calculated 
from included studies. 
Results  We totally incorporated 525 BRCA2 mutation carriers versus 8463 non-carriers from 10 
studies in our meta-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RCA2 mutation carriers was correlated 
with worse CSS and OS than non-carriers, with pooled HRs of 2.79 (95%CI: 2.04-3.81, P<0.001) 
and 2.21 (95%CI: 1.61-3.02, P<0.001)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also demonstrated that all 
clinicalpathological variabl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BRCA2 mutation carriers and 
non-carriers. Pooled ORs were Gleason Score (>7 vs. <=7) (OR=3.24, 95%CI: 2.36-4.44, 
P<0.001), T stage (>=T3 vs. <T3) (OR=1.75, 95%CI: 1.26-2.42, P=0.001), N stage (N1 vs. N0) 
(OR=3.90, 95%CI: 2.17-7.03, P<0.001), M stage (M1 vs. M0) (OR=2.47, 95%CI: 1.32-4.63, 
P=0.005), risk-stratification of PCa (High vs. Low or Intermediate) (OR=1.43, 95%CI: 0.95-2.14, 
P=0.08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Our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BRCA2 mutation predicted poor surviv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PCa. Therefore, BRCA2 mutation as a helpful clinical prognostic factor could 
stratify the high risk patients and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specific and more effective treatments. 
Thus, we suggest that BRCA2 screen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reatment should be written into 
NCCN and EAU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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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38 

寡转移前列腺癌原发灶和转移灶同时性根治性放疗的 

临床疗效分析 

 
亓昕 高献书 李洪振 秦尚彬 张敏 李晓梅 王庆国 赵勍 刘凌 李晓颖 马茗微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放射治疗科 100034 

 

目的  转移性前列腺癌在现行指南里首选化疗、内分泌治疗等全身治疗，参照其他实体瘤如肺癌、

乳腺癌，寡转移病例选择根治性治疗手段也能获得很好的疗效。放射治疗和手术治疗均为前列腺癌

的根治手段。有关手术根治寡转移前列腺癌的研究较多，但同时对原发灶和转移灶进行根治性放疗

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我单位采用根治性放疗治疗寡转移前列腺癌的患者的近期疗效和生

活质量。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 2011 年至 2015 年 22 例仅有骨转移的前列腺癌患者，

22 例患者共 49 个骨转移灶，中位 2 个，范围 1-5 个，骨盆（耻骨、髂骨、坐骨）29 处，椎体 14

处，股骨 3 处，肋骨 3 处。放疗范围：前列腺+精囊±盆腔以及转移灶放疗。剂量：盆腔

46Gy/23f，前列腺+精囊：72-76Gy/36-38f。22 例患者中有 14 人接受盆腔照射。骨转移灶：40-

76Gy，中位剂量 60Gy。放疗前均接受一段时间的内分泌治疗，中位时间 5 个月。放疗后仅 1 例患

者因心血管疾病未接受内分泌治疗，其他患者均接受内分泌治疗。 

结果  随访时间：中位值 17 个月（范围：2-48 个月）。截止到随访时所有患者均存活，1 年、2 年

无生化失败生存率为 85.7%和 71.4%。3 例患者出现生化失败，其中 1 例患者出现临床失败（肺转

移）后接受了化疗，放疗与化疗间隔时间 23 个月。另外 2 例仅为生化失败，进行换药内分泌治

疗。放疗前 PSA 中位值 0.7ng/ml。放疗后 PSA 反应率：放疗后 2 个月有 20 例患者 PSA 较放疗前

比下降，其中 13 例患者 PSA 下降至 0.1ng/ml（59.1%），2 例患者 PSA 未下降。无 III、IV 级放

疗相关的急性期和晚期泌尿系和直肠反应。 

结论  对于骨转移灶数目较少的前列腺癌患者，对原发灶和转移灶采用根治性放疗近期生化控制率

可，放疗毒副作用可耐受。远期疗效和生存需待长期随访数据。 

 
 
PH-039 

Ⅱ～Ⅲ期直肠癌术后同步放化疗与术后单纯放疗临床疗效 

对比研究 

 
奚丹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回顾性分析Ⅱ-Ⅲ期直肠癌患者术后合并希罗达放化同步的疗效。 

方法  将我科于 2004 年 7 月至 2010 年 9 月收治的 79 例Ⅱ～Ⅲ期直肠癌根治术后患者，术后序贯

化疗 2-3 周期后接受放疗。按辅助治疗方式分为两组：术后同步放化疗组和术后单纯放疗组。 

结果  术后同步放化疗组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67.4%，高于单纯术后放疗组 31.5%。单因素分析显示

年龄、AJCC 分期、治疗方式、T 分期和 N 分期是影响进直肠腺癌术后患者无病生存和总生存的预

后因素。Cox 多因素分析显示 T 分期、N 分期和治疗方式是影响直肠腺癌术后无病生存和总生存的

独立预后因素。三级以上副反应两组对比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术后联合希罗达同步放化能改善Ⅱ-Ⅲ期直肠癌术后生存，副反应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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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40 

复方白芨粉保留灌肠对放射性肠炎的疗效观察 

 
杨志勇 李书芹 杜雪菲 王亚飞 宋长亮 杨琼 张振军 张晓慧 

邯郸市中心医院 056001 

 

目的  观察复方白芨粉保留灌肠对放射性肠炎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我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收治接受放射治疗的宫颈癌患者 64 例，随机分为观察

组（n = 32）与对照组（n = 32），观察组采用复方白芨粉灌肠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灌肠治疗，

观察 2 组在治疗两个疗程后的临床疗效。 

结果 观察组在治疗 2 个疗程后的有效率为 96.9%，对照组为 87.5%，两组有效率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2=1.953，P > 0.05）。然而，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痊愈人数和显效人数均显著提高

（χ2=4.730、4.063，P < 0.05）。 

结论 复方白芨粉保留灌肠治疗放射性直肠炎，疗效稳定可靠，较西医治疗有独到之处，值得在临

床中推广应用。 

 
 
PH-041 

Complete pathological response after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for rectal cancer: long-term outcome 

from a single institution 
 

li xiaofan,li yongheng,zhu xianggao,cai yong,zhang yangzi 

Departments of Radiation Oncology， 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e 100142 

 

PURPOSE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T3-4/N+) usually are treated with 
preoperative chemoradiation. 15–30% of the patients could achieve a 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pCR). Many trials show improved outcomes in patients achieving a pCR.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long-time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a pCR after neoadjuvant 
therapy. Furthermore, this study established whether patients with pCR who received adjuvant 
chemotherapy after surgery have better long-term outcome than do those without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PATIENTS AND METHODS  All 56 patients underwent neoadjuvant chemoradiation and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between April 2004 and May 2012. 20 patients received 30 Gy to clinical 
target volume (CTV) for 10 fractions, and the remain 36 patients received 50.6Gy to gross target 
volume (GTV) and 41.8 Gy to clinical target volume (CTV) for 22 fractions with concurrent 
addition of chemotherapy based on oral capecitabine. Surgical excision is usually performed 2 
weeks after completion of 30Gy/10f and  between 6 and 8 weeks in 22 fractions arm. Primary 
outcome was 5-year and 10-year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5-year and 10-year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Long-term outcome was estimated by using Kaplan-Meier curves. 
RESULTS  Median follow-up for all patients was 56 months (range 6-136). Both 5-year and 10-
year overall survival (OS) were 88% (95% CI 115–135), and disease-free survival were 88.8% 
(95% CI 116–134) for patients with pCR. 5 patients died until the last follow-up, with 3 from 
disease progression, 1 from fistula with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and 1 from secondary cancer. 
However, other prognostic factors, such as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p=0.114), radiation 
dose(p=0.886) and the level of CEA before radiotherapy (p=0.559) could no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pCR of long-term outcome.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pCR after chemoradiation results in promising long-term outcome. 
The proposed selection criteria of adjuvant chemotherapy needs to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within 
future multi-centre randomized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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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42 

Safety of  Bevacizumab plus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 

for Recurrent or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li xiaofan,li yongheng,cai yong 

Departments of Radiation Oncology， 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e 100142 

 

Background  Bevacizumab (BEV) is increasingly being used combined with neoadjuvant 
chemoradiation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rectal cancer, but the safety in combination with 
chemoradiation on recurrent or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CRC) remains unknown and this is 
the purpose of this prospective study.  
Methods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recurrent or metastatic CRC were enrolled. Patients 
received oral capecitabine 825 mg/m2/bid, 5 days per week, with or without oxaliplatin 130 
mg/m2 every 3 weeks, along with BEV 5 mg/kg every 2 weeks. Radiotherapy was administered 
to 50-60 Gy in 25-30 fractions.  
Results  Between January 2011 and March 2013, nineteen patients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was 28 months (14-49). The median number of cycles of oxaliplatin was 2 
(1–3) and the median time of BEV was 2months (1–22). All completed radiation therapy. 31.6% 
(6/19) of patients discontinued chemotherapy or BEV. At least Grade 3  toxicity occurred in 15.8% 
of patients (neutropenia, 3 patients; diarrhea, 1 patients) and there were no Grade 4 toxicity. The 
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was 10.6 months (1.8–49) and the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OS) was 23.2 months (14.4-49). 
Conclusions  The combination of chemoradiation with BEV is safe and feasible in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or metastatic CRC. 
 
 
PH-043 

比较局部晚期低位直肠癌术前放化疗在 CT 定位和 MRI 定位下

GTV(Gross Tumor Volume)靶区勾画的差异 

 
李永恒 耿建昊 李小凡 张扬子 胡俏俏 吴昊 蔡勇 

Departments of Radiation Oncology， Key laboratory of Carcinogenesis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e 100142 

 

目的  MRI 的软组织分辨率高，可以更加精确地判断直肠肿瘤与正常组织的分界，MRI 定位的应用

可能会有助于提高靶区勾画的准确性。该研究旨在通过比较 CT、MRI 定位下对局部晚期低位直肠

癌靶区勾画的差异，探讨 MRI 定位在直肠癌放射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病理活检诊断明确的局部晚期低位直肠癌的患者 20 例，先后进在相同的体位和固定装置

下行 CT 和 MRI 定位扫描，CT 定位采用对比增强剂，MRI 定位仅进行平扫。由两名直肠癌专业组

的放疗科医生和一名放射科医生分别在两种定位图像下各自进行 GTV 勾画。在 CT 定位和核磁定

位图像下勾画 GTV 的时间间隔 1 天，避免受图像的干扰。TPS 计算得出 CT 和 MRI 定位图像上勾

画的 GTV（GTVCT、GTVMRI）的体积，在图像上测量 GTV 下界距肛缘的距离，并通过 T 检验比

较这两组数据的差异。 

结果  20 例患者中，男性 12 例，女性 8 例，中位年龄 61 岁(34~72)。肛门指诊提示肿瘤下界距肛

门距离均小于 5cm。盆腔 MRI 提示肿瘤下缘超过肛提肌和直肠交界水平 8 例，其余 12 例肿瘤下缘

距肛提肌和直肠交界水平小于 2cm。临床分期：T3 18 例，T4b 2 例，N0 2 例，N1 5 例，N2a 6

例，N2b 7 例。GTVCT 的均值为 53.42 ±23.42 cm3 (30.51-103.79) ，明显大于 GTVMRI 33.12 

±14.70 cm3（17.81 -60.76）(p<0.01)。CT 定位下 GTV 下界距肛缘距离的均值为 4.58±1.04cm

（2.5-6.0cm），明显大于 MRI 定位下 GTV 下界距肛缘的距离 3.58±0.71cm（2.0-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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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而通过肛门指诊判断的肿瘤下界距肛缘的距离为 3.69±0.67cm(2-4)，与 MRI 定位下勾画

的 GTV 下界有较高的一致性。 

结论  该研究初步表明 MRI 定位和 CT 定位下勾画的 GTV 体积和 GTV 下界距肛缘的距离均有明显

差异。MRI 定位可以更好地区分肿瘤与正常肠壁、肛提肌以及肛门内外括约肌的关系，因而勾画出

的 GTV 范围更小，对于肿瘤的下界的确定也更为准确。未来直肠癌靶区勾画可能通过 MRI 定位的

应用进一步提高治疗精确性，进而提高放疗疗效，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进一步的结论还需要更

多的样本量以及术后病理结果来证实。 

 
 
PH-044 

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 24 例分析 

 
曹春香 徐晓婷 周菊英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本研究回顾性总结分析苏大附一院放疗科近三年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病人的临床特征、治疗

方案、术后病理等，为后续直肠癌的治疗提供参考和依据。 

方法  统计 2012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6 年 08 月 30 日，本科室收治的拟行新辅助放化疗的直肠癌

患者的病例资料。包括病人基本信息、术前检查、放疗起止时间及剂量、手术时间、手术术式、术

后病理等。主要计算评估术后病理完全缓解率（pCR）。 

结果  本研究最终纳入 24 例患者，术前检查示均无远处转移，男女比例 3:1，中位年龄 55.5 岁。

24 位患者均按计划完成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其中 1 位患者放疗期间出现 III 度放射性直肠炎，予对

症处理后继续完成放疗，4 位患者放疗计划不详。瘤灶及盆腔淋巴引流区照射剂量为 45-50Gy。22

位患者术前接受新辅助放化疗 2-3 周期，2 位患者接受同步放化疗治疗。17 位患者放疗结束 6-8 周

接受手术治疗，3 位患者大于 8 周行手术治疗。10 位患者行―Miles‖手术，14 位患者行―Dixon‖手

术。24 位患者术后病理均提示 R0 切除。其中，8 位患者术后病理示粘膜慢性炎、糜烂或纤维组织

增生，未见肿瘤细胞，达病理学完全缓解，pCR 为 33%，其余 16 位患者病理类型均为腺癌，T 分

期为 T1-3 期，均达到临床部分缓解。 

结论  本研究 24 例患者治疗过程顺利，耐受性良好。此小样本研究提示，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可降

低肿瘤负荷，提高肿瘤 R0 切除率及病理学完全缓解率。后续我科将继续跟踪随仿直肠癌新辅助放

化疗患者，扩大样本量，为指导临床治疗提供更有利的依据。 

 
 
PH-045 

ORFIT 改进型腹架在腹部肿瘤精确放疗摆位经验体会 

 
陈雪梅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510060 

 

目的 对于宫颈癌及直肠癌患者放疗多采用俯卧体位，并使用 ORFIT 改进型腹部固定支架与热塑体

模联合方式进行固定。本文主要介绍对于腹部肿瘤使用 ORFIT 架进行俯卧放射治疗的流程及方

法。在实际治疗中，因膀胱充盈状态，患者体型变化等原因，影响治疗摆位的重复性。 

方法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对患者憋尿程度的控制以及 IGRT 方法，把治疗过程的摆位误差控制在合

理范围内。 

结论  对于单次治疗时间较长的腹部肿瘤患者，采用 ORFIT 架俯卧固定体位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同时采用 IGRT 可有效提高患者治疗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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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46 

癌胚抗原对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后肿瘤降期的预测作用 

 
沈金闻 朱远 刘鲁迎 罗加林 刘鹏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目的 新辅助放化疗是局部晚期直肠癌治疗的重要环节。既往研究显示治疗前癌胚抗原水平与新辅

助放化疗疗效相关，然而癌胚抗原的动态变化是否也能预测新辅助放化疗的疗效尚不明确。本研究

旨在确定新辅助放化疗前后 CEA 动态变化与肿瘤降期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浙江省肿瘤医院行新辅助放化疗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

者病历资料共 71 例。将上述患者分为治疗前 CEA 阳性组（CEA 阳性定义为 CEA＞5ng/mL）和治

疗前 CEA 阴性组，分别为 42 例和 29 例。分析两组患者新辅助放化疗前后 CEA 绝对值、放化疗

前后 CEA 比值和肿瘤降期（指术后病理分期转变为 0~Ⅰ期，即 ypT0-2N0M0）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71 例患者术后病理结果显示，pT0-2N0 共 29 例，肿瘤降期率 40.8%，其中 pT0N0 共 9 例，

pCR 率 12.7%。治疗前 CEA 值与肿瘤降期无显著相关性（P＞0.05），放化疗后 CEA 与肿瘤降期

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0.05）；治疗前 CEA 阴性组患者，无论是放化疗后 CEA，还是 CEA 比值

与肿瘤降期均无显著相关性（P＞0.05）；治疗前 CEA 阳性组患者，放化疗后 CEA 值与肿瘤降期

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0.05），而 CEA 比值与肿瘤降期无显著相关性（P＞0.05）。放化疗后

CEA 预测肿瘤降期的准确性接近中等，当放化疗后 CEA 取临界值 2.05ng/mL 时，其预测肿瘤降期

的敏感性为 0.893，特异性为 0.500。 

结论 新辅助放化疗后 CEA 值在预测肿瘤降期时优于放化疗前 CEA 值；治疗前 CEA 阴性患者的

CEA 值及 CEA 变化情况在预测肿瘤降期时的作用尚不明确；对于治疗前 CEA 阳性患者，放化疗

后 CEA 值在预测肿瘤降期时优于放化疗前后 CEA 比值。 

 
 
PH-047 

前列腺癌根治术后调强放射治疗疗效分析 

 
钟秋子 李高峰 修霞 高鸿 徐勇刚 吴钦宏 赵婷 

北京医院 100730 

 

目的  分析前列腺癌根治术后辅助（ART）及挽救性放疗(SRT)的临床疗效、毒副反应。  

方法  回顾性分析前列腺癌根治术后行调强放疗（IMRT/IGRT）的 83 例患者资料，其中 ART 35

例，SRT 48 例。放疗期间 56 例（67.5%）患者同步内分泌治疗。前列腺精囊瘤床 95%PTV 的中

位处方剂量为 74Gy，24 例患者行盆腔淋巴引流区照射，盆腔 95%PTV 的中位处方剂量为 50Gy。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48.3 个月，随访率 100%。3 例患者因非前列腺癌原因死亡，12 例患者出现生

化复发（ART 组 3 例，SRT 组 9 例），4 例患者骨转移（ART 组 1 例，SRT 组 3 例），1 例患者

盆腔淋巴结转移（SRT 组）。4 年局部控制率 91.2%，全组 4 年无生化复发生存率为 73.4% (ART

组 76.4%，SRT 组 70.7%)，8 年肿瘤特异生存率、总生存率分别为存率 100%、94%。多因素分

析显示放疗前 PSA 水平是无生化复发生存率的主要影响因素（P=0.018）。1、2 级早期泌尿系统

毒性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55%、3%，1、2 级早期直肠毒性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34%、8%；1、2 级晚

期泌尿系统毒性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11%、16%，1、2 级晚期直肠毒性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10%、

3%，没有 3、4 级毒性反应发生。50%直肠体积的照射剂量（D50）与早、晚期直肠毒性反应发生

率有明显相关性（P=0.012，P=0.026），直肠 D25、膀胱 D30、D50 和早晚期毒副反应发生率没

有明显相关性（P>0.05）。  

结论  前列腺癌根治术后辅助及挽救性放射治疗疗效好，放疗前 PSA 水平是影响无生化复发生存率

的重要因素，放疗早期、晚期毒性反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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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48 

The preliminary clinical outcome of 

anal squamous carcinoma patients treated with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and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Chen haiyang,Cheng Yikan,Zheng Jian,Wan Xiangbo,Ma Yan,Pang Xiaolin,Liu Shuai,He Fang,Yu Yizhen 
The six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510655 

 

Purpose  To report the preliminary clinical outcome of anal squamous carcinoma patients treated 
with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and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with a simultaneous 
integrated boost (SIB) approach. 
Patients and Methods   A cohort of 15 patients underwent SIB-IMRT  and chemotherapy were 
recruited in our institution between April 2013 and March 2016. Planning target volume (PTV) 
was employed. Gross tumor volume was prescribed 50-56Gy/25-28f and elective nodal PTV was 
prescribed 45-50Gy/25-28f. All patients received chemotherapy regimen as 5-Fluorouracil (5-FU) 
and Mitomycin (MMC) except one patient infected with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was 
treated with Capecitabine. Primary endpoint was rate of colostomy. Secondary endpoint was local 
recurrent rates and rates of distant metastasis. 
Results  The median age of the whole cohort was 54 years (range, 34-64). Only stage II-III 
diseases could be seen in our study. One patient (6.7%) had HIV and four patients (26.7%) were 
examed to carry Treponema pallidum. Four patients received palliative surgery or hemorrhoids 
surgery before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two patients received prosthetics after 
chemoradiotherapy while specimens had no tumor cell (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Only four 
patients (26.7%) received colostomy surgery. No patient was found to have local recurrence and 
two patients (13.3) were found to have lung relapse. 
Conclusion Our preliminary clin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and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were optimal for anal squamous carcinoma patients. However, studies 
with larger sample size and longer follow-up were warranted to prove this. 
 
 
PH-049 

前列腺癌大分割同步加量调强放疗的初步研究 

 
马家宝

1
 范羽

1
 谢非

2
 刘应青

1
 杨家林

1
 王捷

1
 

1.四川省肿瘤医院 

2.德阳市人民医院 

 

目的  初步探讨前列腺癌大分割同步加量调强放疗的近期疗效及不良反应。 

方法  2015.8-2016.5 我院 13 例局限在盆腔的中-高危前列腺癌，接受前列腺加精囊腺放疗以及盆腔

淋巴结引流区域预防照射。同步加量大分割调强放疗的剂量给予方式为 GTV(前列腺及精囊

腺)2.5Gy/f，CTV（盆腔淋巴结引流区）1.8Gy/f，共给予 28 次同步完成放疗。其中 5 例患者有核

磁共振波谱分析（MRS）或者 PET-CT（18F-FDG 或 11C-CHO）提示的较为明确的前列腺生物靶

区，给予 GTV（MRS 或 PET-CT）2.6Gy/f。13 例均采用了 CBCT 或者 3D 超声图像引导放疗，

10 例同时接受内分泌治疗。观察前列腺癌同步加量大分割调强放疗的疗效和近期不良反应。 

结果  13 例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 7 月（3-12 月），平均前列腺特异抗原由疗前(47.4±30.3)ng／ml

降至随诊时的(0.8±1.1)ng／ml。1 例患者生化失败。消化道急性放疗反应 2 级为 4 例（30.7％），

3 级为 1 例（7.7％）。泌尿道急性放疗反应 2 级为 3 例（23％），未观察到 3 级反应患者。 

结论  中-高危前列腺大分割同步加量调强放疗近期疗效较满意，严重不良反应少见，长期疗效和不

良反应有待更长时间随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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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50 

造血活性骨髓受照剂量对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血液学 

不良反应的影响 

 
蔡钢 张毅斌 韩一旻 曹璐 曹卫国 许赪 陈佳艺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放射治疗科 200025 

 

目的  通过分析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患者髂骨造血活性骨髓的受照剂量与治疗期间的急性血液学不

良反应之间的关系，探讨直肠癌放化疗中造血活性骨髓的保护，以期减轻直肠癌放化疗期间的急性

血液学不良反应。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 年 4 月~2016 年 5 月收治的 19 例经病理学证实的 III 期直肠癌新辅助

放化疗患者。其中，男 15 例，女 4 例；中位年龄 58 岁（45-71 岁），直肠病灶下界距肛缘中位距

离为 5cm（3~8cm）。直肠癌放疗均采用 IMRT 技术，新辅助放化疗方案：放疗剂量 50Gy/25 次/5

周，同期化疗方案：卡培他滨 825mg/m2 bid，周一至周五。所有患者放疗前一周内行盆腔 MRI 检

查，髂骨造血活性骨髓区域的勾画定义为盆腔 MRI 的 T1W1 中与肌肉信号一致或略高的区域。  

结果  髂骨造血活性骨髓 V5、V10、V20、V30、V40 的平均值分别为 92.47%、83.57%、

73.65%、52.02%、26.07%。髂骨造血活性骨髓 Dmean 为 2900.5cGy。同期放化疗中急性血液学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2.1%（8/19 例），其中白细胞减少发生率为 31.6%（6/19 例）、中性粒细胞

减少发生率为 15.8%（3/19 例）、血红蛋白减少发生率为 15.8%（3/19 例）、血小板减少发生率

为 5.3%（1/19 例）。髂骨造血活性骨髓 V5、V10、V20、V30、V40、Dmean 均与总的急性血液

学不良反应呈显著相关（P<0.05）。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依据 MRI 勾画的髂骨造血活性骨髓与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的急性血液学不

良反应有明显的相关性。还需扩大样本量作进一步分析。 

 
 
PH-051 

经新辅助放化疗局部晚期直肠癌术后辅助化疗疗程与预后的研究 

 
肖创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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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2.湖北省肿瘤医院胃肠外科 

3.湖北省肿瘤医院腹部内科 

 

目的  探讨局部晚期直肠癌经新辅助同步放化疗联合全直肠系膜切除术后辅助化疗疗程与预后的关

系。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09 年 1 月－2012 年 12 月在我院治疗的中低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T3-4 或

N+M0）患者 178 例，术前经联合氟尿嘧啶类单药同步放化疗（放疗剂量 50Gy/25 次/5 周，放化疗

结束后 6-8 周行直肠癌根治术（TME）。术后采用 FOLFOX 或 XELOX 方案辅助化疗 1.5-4.5 月。

将术后辅助化疗疗程按 1.5-3.0 月（A 组）和 3.1-4.5 月（B 组）进行分组，对两组患者的生存状况

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178 例患者中 A 组 68 例，其中术前临床分期 II 期 29 例， III 期 39 例；B 组 110 例，其中 II

期 46 例，III 期 64 例。A、B 两组 5 年无局部复发生存率为 57.3%和 61.2%（P>0.05），5 年无远

处转移生存率为 62.3%和 64.7%（P>0.05），5 年总生存率为 72.7%和 70.9%（P>0.05）。 

结论 局部晚期直肠癌经新辅助同步放化疗联合全直肠系膜切除术后辅助化疗疗程的长短与患者生

存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可能提示经新辅助同步放化疗的中低位局部晚期直肠癌不需要行 6 个月的围

手术期化疗。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403 

 

PH-052 

调强放疗联合替吉奥或卡培他滨治疗老年局部复发直肠癌研究 

 
何志坚 

江西省肿瘤医院 330029 

 

目的  观察调强放疗联合替吉奥或卡培他滨治疗老年局部复发直肠癌的近期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60 例直肠癌术后局部复发患者,随机分为 2 组,试验组 30 例,给予放疗（1.8-2.0 Gy/d,5d/wk,总

量为 54-66 Gy）联合替吉奥;对照组 30 例,给予放疗（1.8-2.0 Gy/d,5 d/wk,总量为 54-66 Gy）联合

卡培他滨,21 d 为 1 周期,接受 2 个以上周期治疗后,评价疗效和不良反应. 

结果  60 例患者均可评价疗效,试验组和对照组有效率（response rate,RR）分别为 73.3%

（22/30）、66.7%（20/30）,中位进展时间分别为 9.2 和 8.1 mo,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16.9、17.2 

mo,两组差异无统计学差异（P〉0.05）.试验组与对照组主要不良反应为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

皮疹、放射性直肠炎,均可耐受,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手足综合征明显高于试

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两组疗效相似,替吉奥联合调强放疗方案组手足综合征发生率较低,耐受性优于卡培他滨联合组,

为中老年直肠癌复发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PH-053 

246 例局部晚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新辅助放化疗联合 TME 手术长

期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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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家癌症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2.湖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目的  分析 246 例局部晚期中低位直肠行新辅助放化疗联合 TME 手术治疗的疗效以及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至 2014 年 11 月我院收治经盆腔核磁、腹盆 CT 及肠镜/腔内超声联

合肛门指诊及病理活检诊断的无远地转移的局部晚期中低位直肠腺癌（II/III 期，距肛门口＜

10cm），均行术前同步放化疗联合 TME 手术，其中希罗达单药同步放化疗患者 69 例，希罗达联

合奥沙利铂双药同步放化疗患者 177 例，放化疗后约 4-15 周内[j1] [Lis2] （中位时间：7 周）进行

了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 手术），术后根据患者情况及医生选择进行辅助化疗，符合条件患者

共 246 例，Kaplan-Meier 法计算 3 年无疾病生存率（DFS）、局部区域复发率（LRR）、远地转

移率（DM）及总生存率（OS），并用 Logrank 法检验，Cox 多因素回归分析影响 DFS 的高危因

素。 

结果  中位随访 42 个月，全组患者中，临床分期 cT2 患者 4 例，cT3 患者 177 例，cT4 患者 65

例；临床分期 cN 阴性患者 45 例，cN 阳性患者 201 例；放化疗后术后病理 ypT0 患者 42 例，

ypT1-2 患者 59 例，ypT3-4 患者 145 例；术后病理 ypN0 患者 151 例，ypN1 患者 65 例，ypN2 患

者 30 例；，放化疗期间主要 3/4 级毒副反应为腹泻（13.8%）、白细胞骨髓抑制（5.3%）、急性

放射性皮炎（4.1%），总体 3/4 级毒副反应发生率为 23.1%，希罗达联合奥沙利铂双药同步放化

疗总体 3/4 级毒副反应明显高于单药同步放化疗（P = 0.001）；235 例患者术后病理肿瘤消退程度

按 Dworak 评级，其中 TRG0-2 级 114 例，TRG3-4 级 121 例；157 例（63.8%）患者接受了术后

辅助化疗；全组患者 3 年总生存率（OS）85.7%，3 年局部区域复发率（LRR）4.2%，3 年远地

转移率（DM）20.6%，3 年无疾病生存率（DFS）76.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TRG 分级（P = 

0.014）、术后病理 T 分期（P = 0.003）以及术后病理 N 分期（P < 0.001）为影响 3 年 DFS 的重

要因素。Cox 分析结果显示术后病理 N 分期为影响 DFS 的高危因素（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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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局部晚期中低位直肠癌行新辅助放化疗联合 TME 手术局部控制率较理想，但远地转移率较

高，术后病理 N 分期为影响长期疗效的独立预后因素 

 
 
PH-054 

42 例局部晚期结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的临床分析 

 
余昕 李力人 肖巍魏 王俏璇 丁培荣 曾智帆 陈功 潘志忠 高远红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射治疗科 510060 

 

目的  大肠癌发生率位列中国常见恶性肿瘤第 3 位，其中结肠癌约占 50%，而 10%-20%初诊即为

局部晚期结肠癌（locally advanced adherent colon cancer，LAACC），表现为侵犯周围组织及器

官，提高 LAACC 的 R0 切除可有效减少其局部区域复发。本研究分析初诊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结

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与不良副反应。 

方法  分析 2010-2015 年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收治的、初诊不可切除的 42 例接受术前放化疗的

局部晚期结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 27 例、女 15 例；年龄 30-74 岁（中位年龄 56 岁）。发生部

位：乙状结肠癌 31 例、降结肠癌 1 例、横结肠癌 2 例、升结肠癌 4 例、回盲部结肠癌 2 例、结肠

癌术后盆腔种植转移 2 例。病理类型均为腺癌。 

结果  全组病例均按计划完成术前新辅助放化疗。38 例行手术治疗，R0 切除率为 86.8%，T 降期

76.4％（26/34 例），N 降期 100%（32/32 例），临床分期降期 94.1％（32/34 例），病理完全缓

解率（pCR）23.7％（9/38 例）。膀胱受侵 23 例，其中术后全膀胱保留 34.8%（8/23 例）、部分

膀胱保留 52.2%（12/23 例）。新辅助放化疗期间 3-4 级血液学反应 21.4%，3 度手足综合症

2.4%，3 度放射性皮炎 2.4%，不完全性肠梗阻 4.8%。术后并发症累计发生率为 15.8%，包括吻

口漏 1 例(2.6％)、直肠膀胱瘘 1 例(2.6％)、肠梗阻 1 例(2.6％)、肺不张及低氧血症 1 例(2.6％)、

尿路感染 1 例(2.6％)以及左肾积水 1 例(2.6％)。中位随访 30.4 月（8.3-68.0 月），全组 3 年总生

存率，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76.0%和 78.5%；36 例成功转化为可切除患者中，3 年总生存率和无

瘤生存率分别为 87.1%和 78.8%；局部复发 4 例（9.5%），远处转移 6 例（14.3%）。 

结论  新辅助放化疗显著降低了初诊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结肠癌的分期，提高了 R0 切除率，未明

显增加手术并发症；经新辅助放化疗后转化为可手术切除者近期疗效满意，其临床应用价值需进一

步研究证实。 

 
 
PH-055 

早期中低位直肠癌经肛门局部切除术后临床观察 

 
秦继勇 鞠云鹤 李云峰 

云南省肿瘤医院 650118 

 

目的  观察早期中低位直肠癌经肛门局部切除术后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 2007 年 10 月到 2012 年 4 月，28 例早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经肛门局部切除术资

料。病理 Tis 期 6 例，T1 期 18 例，T2 期 4 例；其中类癌 5 例，腺癌 17 例；Ⅰ级 8 例，Ⅱ级 8

例，Ⅳ级 1 例。Kaplan-Meier 法计算局部复发率、远处转移率并单因素分析 t 检验，Fisher 精确概

率法分析。 

结果  全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 3.6%，随访时间满 5 年者 24 例、4 年者 4 例。pTis、T1 和 T2 病

变的复发率分别为 0%、5.6%和 0%，全组局部复发率为 3.6%，远处转移率为 7.1%，无患者死

亡。单因素分析示肿瘤下缘距肛缘距离、肿瘤最大直径、年龄、术前 CEA 值与肿瘤复发无关。

Fisher 法示分化程度、性别、肿瘤位置、肿瘤占肠腔周径、大体类型、组织类型、术后病理分期、

术前辅助治疗、术后辅助治疗、癌症家族史与肿瘤复发转移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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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 Tis-T1N0M0 期无伴发高危因素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可考虑局部切除术；pT2N0M0 期病人

术后辅助放化疗疗效有待观察，因而不建议 pT2 病人接受局部切除术。 

 
 
PH-056 

111 例直肠系膜筋膜阳性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疗效分析 

 
李帅

1
 叶枫

2
 唐源

1
 余静

1
 李宁

1
 任骅

1
 王鑫

1
 肖琴

3
 房辉

1
 王维虎

1
 王淑莲

1
 宋永文

1
 刘跃平

1
 卢宁宁

1
 陈波

1
 唐

玉
1
 李晔雄

1
 金晶

1
 

1.国家癌症中心 北京协和医学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2.国家癌症中心 北京协和医学院 中国医院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射科 

3.湖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目的  分析 111 例经核磁诊断直肠系膜筋膜阳性直肠癌患者经新辅助放化疗后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1 月至 2014 年 11 月我院收治经活检病理证实的直肠癌患者，入组条件

为：经盆腔核磁检查且经影像科医生评价肿瘤原发灶/转移淋巴结距直肠系膜筋膜<1mm（MRF 阳

性）直肠癌[j1] ，接受胸部 CT/胸片及腹盆 CT 证实无远地转移及第二原发癌，年龄＞18 岁，拟于

我院行手术切除（确保手术切除质量未纳入外院手术切除患者）；全部患者均接受了术前同步放化

疗，其中单药希罗达放化疗 12 例，希罗达联合奥沙利铂放化疗 99 例，放疗剂量 44-50.4Gy（中位

50Gy），放化疗后根据医生评价及患者意愿进行了手术切除、化疗、随访观察等相应方案；R0 切

除定义为镜下上下切缘及环周切缘未见癌，如病理报告中出现距环周切缘<1mm，则归为 R1 切

除；观察指标：R0 切除率、总生存率（OS），行根治性手术患者的无疾病生存率（DFS）、局部

区域复发率（LRR）及远地转移率（DM）。  

结论  符合条件患者共 111 例，其中原发灶侵犯 MRF 阳性者 107 例，转移淋巴结侵犯 MRF 阳性者

4 例；全组患者中位年龄 55 岁（24-82 岁），肿瘤距肛门口的中位距离 4cm（0-11cm），经核磁

诊断 T3 患者 63 例（57.8%），T4b 患者 48 例（42.2%）；71 例患者于放化疗结束后在我院接受

根治性切除，其中 R0 手术切除 70 例，R1 切除 1 例，全组患者 R0 切除率 63.0%，其中 T4b 患者

R0 切除率为 52.0%；34 例非手术患者中，6 例患者因出现远地转移无法手术，12 例患者放化疗后

病变仍不可切除手术，2 例患者有手术风险无法行手术，14 例患者拒绝行手术；6 例患者接受姑息

性手术，其中行姑息性肠道乙状结肠造瘘术 3 例，行姑息性切除手术 3 例[j6] [Lis7] ；全组患者中

位随访 45 个月，3 年 OS 为 62.5%；其中 R0 手术组 3 年 OS 为 76.7%，死亡原因主要为远地转移

（76.9%），非 R0 手术组 3 年 OS 为 37.8%（P < 0.001），死亡原因主要为局部区域进展与远地

转移（38.7%及 51.6%）。 

结论  经核磁诊断直肠系膜筋膜阳性患者经同步放化疗后放化疗后 R0 切除率理想，R0 手术后后患

者长期疗效可；如患者疗前诊断 T4b，则 R0 切除率不理想，需探索新的放化疗治疗模式。  

 
 
PH-057 

60 例低位直肠癌患者术前行放射治疗肛周皮肤护理 

 
张莉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低位直肠癌患者术前行放射治疗期间肛周皮肤出现放射性皮炎的防治及护理方法.  

方法  对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 60 例行术前放射治疗的低位直肠癌患者进行随机分为护理组

和干预组，各入组 30 例患者。对照组采用直肠癌术前放疗常规皮肤护理方法，保持肛周局部清洁

干燥；干预组给予直肠癌术前放疗发生放射性皮炎预防和护理的综合干预策略，主要包括每日定时

会阴部药浴，定时涂抹防护性油剂，个体化的健康教育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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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0 例对照组患者中,29 例患者出现Ⅰ-Ⅱ度(按 CTC3.0 标准)肛周放射性皮炎,其中 1 例因对疼

痛耐受力差，暂停放射治疗一周后继续治疗。另一例出现Ⅲ度放射性皮炎，医生嘱终止放射治疗。

干预组出现 6 例Ⅰ-Ⅱ度(按 CTC3.0 标准) 肛周放射性皮炎，无 1 例患者因皮损反应严重中断治疗. 

结论  低位直肠癌患者术前行放射治疗,肛周皮肤护理是护理工作重点之一.有效的护理干预可将患者

肛周皮肤急性反应有效控制在Ⅱ度以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治疗的依从性,值得临床推广。 

 
 
PH-058 

30Gy/10F 与 50Gy/25F 术前放射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 

回顾性研究 

 
杜祯 陈锡山 姜赛君 马淑云 

长沙市三医院 410015 

 

目的  分析比较 30Gy/10F 与 50Gy/25F 两个放疗方案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近期疗效、远期生

存及不良反应情况。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5 月至 2014 年 5 月期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老年外科收治的，所有接

受术前 30Gy/10F 方案或 50Gy/25F 方案的局部中晚期直肠癌患者，总计 70 例。按患者接受放疗

方案不同将所有病例随机分为 2 组，其中 30Gy/10F 方案组 42 例，50Gy/25F 方案组 28 例。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使用卡方检验比较组间分类变量；若总样本量 n<40 或四格表中有

n<5 的情况存在，则使用 Fisher 确切概率法比较组间分类变量；采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

析，并用 Log-rank 检验比较组间生存率差异。 

结果  30Gy/10F 方案组 26 例(61.9%)患者 T 降期，8 例(19.0%)患者达到 pCR，39 例(92.8%)患者

根治性切除，35 例(83.3%)患者保肛，14 例(33.3%)患者出现 3/4 急性放疗反应，8 例(19.0%)患者

出现 3/4 后期放射损伤,10 例(23.8%)患者出现切口感染，1 例(2.4%)患者出现腹腔内感染，2 例

(4.8%)患者出现吻合口瘘，0 例患者出现切口不愈合；50Gy/25F 方案组 20 例(71.4%)患者 T 降

期，4 例(14.3%)患者达到 pCR，27 例(96.4%)患者根治性切除，23 例(82.1%)患者保肛，9 例

(32.1%)患者出现 3/4 急性放疗反应，4 例(14.3%)患者出现 3/4 后期放射损伤，6 例(21.4%)患者出

现切口感染，2 例(7.1%)患者出现腹腔内感染，1 例(3.6%)患者出现吻合口瘘，2 例(7.1%)患者出现

切口不愈合。两组患者的 T 降期率、pCR 率、R0 切除率、保肛率、3/4 级急性及后期放射损伤、

手术并发症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30Gy/10F 方案组与 50Gy/25F 方案组的 2 年无进展

生存率分别为 71.4%与 85.7%，2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90.5%与 92.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972,p=0.682）。 

结论  30Gy/10F 放疗方案与 50Gy/25F 放疗方案均是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的有效方案，

30Gy/10F 方案的近期疗效、远期生存及不良反应相当于 50Gy/25F 组，其方法简便，不明显延迟

手术，患者有良好的依从性，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推广 

 
 
PH-059 

直肠癌根治性外照射与外照射联合三维腔内近距离治疗的疗效及

毒副反应对比研究 

 
何明远 程光惠 韩东梅 冯丽 刘韬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放疗科 130033 

 

目的  比较直肠癌患者接受根治性外照射或外照射联合三维腔内近距离治疗的疗效及毒副反应。 

方法  回顾分析 2007-2012 年我科收治的拒绝或不能行手术治疗或术后复发的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

料 128 例。其中接受根治性外照射患者 72 例（男 54 例，女 18 例），平均年龄 54.7 岁，接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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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联合三维腔内近距离治疗患者 56 例（男 40 例，女 16 例），平均年龄 52.5 岁。全盆腔外照射

采用 IMRT 或 VMAT，处方剂量 46-50 Gy/23-25f。根治性外照射组盆腔照射结束后缩野至肿瘤区

推量放疗至 60-64Gy/30-32f。三维腔内近距离治疗组外盆腔照射结束后对直肠内病灶给予高剂量

率 192Ir 三维腔内近距离推量放疗，CTV 包括 GTV 及外照射后肠镜及直肠核磁所显示的病变范围

及高危区域。处方剂量 5 Gy/f，1f/w，近距离总剂量 10-15Gy，联合外照射等效 EQD2 剂量为 60-

66 Gy；盆腔转移淋巴结采用外照射推量放疗至 60-64Gy/30-32f。放疗期间给予卡培他滨单药同期

化疗，所有患者放疗后均接受辅助化疗。 

结果  对患者进行随访 6 个月至 3 年。6 个月后，根治性外照射与外照射联合三维腔内近距离治疗

两组的临床完全缓解率（cCR）相近（27.7％：25.0％） （P＞0.05)。两组的 3 年总生存率

（OS）（55.5％：50.0％）、无病生存期（DFS）（30.5％：25.0％）均相近（P＞0.05)。外照射

联合三维腔内近距离治疗组的盆腔局部控制率（LCR）为 82.1％，明显高于根治性外照射组的

71.4％ （P＜0.05）。外照射联合三维腔内近距离治疗组的 3、4 级泌尿道晚期放射反应发生率为

7.1％，明显低于根治性外照射组的 19.4％（P＜0.05）；而两组的 3、4 级直肠晚期放射反应发生

率相当（35.7％：27.7％）（P＞0.05）。 

结论  直肠癌外照射联合三维腔内近距离治疗与根治性外照射相比，其盆腔局部控制率有所提高，

但两者在临床完全缓解率、3 年总生存率、无病生存期、3、4 级直肠晚期反应发生率上未见明显差

异；而前者泌尿道不良反应明显减少。直肠癌三维腔内近距离推量放疗是一种安全、有效、副作用

相对较少的根治性放疗的推量方式。 

 
 
PH-060 

调强放疗与手术治疗对前列腺癌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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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观察比较调强放疗和手术治疗对前列腺癌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2013 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前列腺癌患者，包括根治性调强放疗患

者（放疗组）、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的患者（手术组）和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术后放疗的患者

（手术+放疗组）。使用 EPIC-26 量表对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3、6、12、24 个月 5 个时间点生活

质量进行随访。按照治疗方式分为放疗组，手术组和手术+放疗组。最终入选 307 例患者，其中放

疗组 198 例，手术组 60 例，手术+放疗组 49 例。全组患者中位年龄 72 岁（42-92 岁）。 

结果 EPIC-26 生活质量量表评分显示尿失禁症状、尿路刺激或梗阻症状、肠道症状、性功能以及

内分泌症状五个领域均随着治疗时间变化而变化。尿失禁症状手术组较放疗组和手术+放疗组相比

得分有显著性的下降（所观察的 4 个时间点 P 值均＜0.05 ）。肠道功能症状放疗组较手术组相比

得分具有显著性的下降（所观察的 4 个时间点 P 值均＜0.05），与手术+放疗组相比无明显差异

（所观察的 4 个时间点 P 值均＞0.05）。因素分析显示影响不同治疗方式之间相比较的因素包括：

GS 评分、PSA 最大值、糖尿病与否、盆腔照射与否、年龄、M 分期、T 分期、危险度分级和

TURBT 术史。 

结论 放疗和手术对前列腺癌患者不同症状领域生活质量的影响是不同的，前列腺根治切除术可以

增加患者尿失禁的发生率；根治性调强放疗可以增加患者肠道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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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61 

结直肠癌寡转移灶的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余静 李宁 王鑫 唐源 亓姝楠 陈波 卢宁宁 任骅 房辉 刘文扬 宋永文 王维虎 刘跃平 王淑莲 金晶 李晔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 100021 

 

目的  回顾性分析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利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技术治疗结直肠癌寡

转移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并分析该组患者的临床预后特征。 

方法  2004-9 至 2016-4 共计 49 例接受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结直肠癌寡转移患者纳入分析。全组患

者要求总寡转移灶个数小于等于 5，且放疗分割剂量的给予需充分参考寡病灶的位置、数目及体积

大小等因素。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并经过 Log-rank 法检验统计分析。 

结果  共计 49 例患者包括直肠癌 29 例 (59.1%)、结肠癌 20 例 (40.9%)，89 个寡转移灶接受立体

定向放射治疗。此 49 例患者均仅接受单一肺寡转移病变 59 (66.2%)或肝脏寡转移病变 30 例 

(33.8%)的放射治疗。中位随诊时间 15 个月，全组共 20 例患者(40.9%)接受诱导化疗，中位化疗周

期数为 6 

(2-16)，化疗后疗效评价：部分缓解 (PR) 6 例 (30%)，稳定 (SD) 14 例 (70%)。中位疾病进展时间

7.4 月(0-52 月)。8 例患者出现局部复发，1，2 年局控率分别为 88.1%，71.5%，接受等效生物剂

量 BED>100Gy 的患者其肿瘤局部控制率显著优于 BED 不足 100Gy 者，2 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83.2%，44.4%，p=0.02)。全组患者 1，2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87%，63%。治疗期间及疗后 3 个

月随诊中均未见大于等于 3 级以上的不良反应。 

结论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用于治疗结直肠癌寡转移的患者具有较好的总体疗效及安全性，对于能够

接受 BED>100Gy 的患者可能获得更优的局部控制率。 

 
 
PH-062 

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术前新辅助治疗疗效分析 

 
李爽 邓晓琴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回顾性分析近年我科收治 37 例的局部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患者术前新辅助放化疗疗效。 

方法  回顾性研究分析我科自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收治的有病理确诊直肠腺癌，年龄位于

18 至 75 岁间，通过磁共振成像或 CT 加直肠内超声临床分期为 T3-4N0 或 N+患者，明确无远处转

移的中低位进展期直肠癌患者（距肛缘≤10cm）。放疗方式为调强照射，给予 95%PGTV（原发

灶、转移淋巴结）50Gy/25F 照射。同步给与卡培他滨 825mg/m2 日两次口服。同步放化疗后休息

6-8 周行 TME 手术。记录 PCR 率、R0 切除率、保肛率以及手术并发症。 

结果  37 例患者 PCR 率 8.1%，R0 切除率 97.2%，保肛率 89.1%，主要并发症为吻合口漏发生率

5.4%。无因手术并发症死亡。 

结论  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术前新辅助放化疗为标准治疗模式，可提高保肛率及 R0 切除率。 

 
 
PH-063 

肾盂输尿管癌中 AEG-1 和 PIK3 的表达及与预后的关系 

 
杨蕴一 陈谦 马瑾璐 蒙渡 刘锐 张晓智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星形胶质细胞上调基因-1(AEG-1)和磷脂酰肌醇 3-激酶(PIK3)在肾盂输尿管癌组织中的表

达及其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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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应用免疫组化 PV 两步法检测 51 例手术切除的原发性输尿管癌组织中 AEG-1 和 PIK3 蛋白的

表达和临床病理因素及预后的关系。 

结果  1)51 例标本中 AEG-1 和 PIK3 阳性率分别为 60.8%(31/51)、64.7%(33/51)。(2)AEG-1、

PIK3 蛋白过表达存在相关性(P=0.000,r=0.83)。(3)AEG-1 和 PIK3 的表达均与年龄(P 均=0.000)、

临床分期(P 均=0.000)、组织学分级(P=0.001,P=0.00)及病理分级(P=0.01,P=0.04)明显相关。

(4)Kaplan-Meier 法描绘生存曲线分析表明,AEG-1 蛋白阴性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67.00 个月)明显

大于阳性组(51.00 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AEG-1 阳性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56.00 个月)

明显较阴性组(67 个月)短,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0.000);AEG-1/PIK3 阴性组患者(13 例)中位生存

时间(67.00 个月)明显高于其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检验,χ2=25.4,P=0.000)。(5)Cox 比

例风险模型(χ2=236.7,P=0.000)多因素分析表明:临床分期(P=0.04)、组织学分级(P=0.000)、手术

方式(P=0.001)及 PIK3 过表达(P=0.015)为影响输尿管癌预后的独立因素。 

结论  输尿管癌组织中存在 AEG-1，PIK3 的高表达,且两者之间的表达强度具有等级相关性,其高表

达提示患者预后不良。 

 
 
PH-064 

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联合手术治疗的复发转移模式 

 
邓卫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本研究旨在回顾性分析我院接受新辅助放化疗联合手术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人群的局部复发

和远处转移模式。 

方法  本研究纳入 2007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期间，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新辅助放化疗

联合手术治疗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共 487 名，随访获取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状况，使用 SPSS 

Version.22 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经中位随访 36 个月，本研究的 5 年总生存率、无病生存率分别为 65%、64%。5 年局部复

发率为 15%，局部复发的独立预测因子包括脉管侵犯、ypIII 期、ypN+。局部复发模式中以骶前复

发最常见（32.1%），其次为侧方复发（24.5）。局部复发后的中位生存时间为 39 个月，3 年生存

率为 38%。此外，5 年远处转移率为 32%，同样地，独立预测因子包括 ypII-III 期、ypN+和脉管癌

栓阳性。在远处转移模式中，肺转移最为常见，占 37.1%；其次为肝转移，占 22.1%；此外腹膜后

淋巴结转移占 12.1%。远处转移后中位生存时间为 25 个月，3 年生存率为 26%。当出现疾病复发

时（含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单独复发模式、单独转移模式和同时复发转移模式的中位生存时间

分别为 49 个月、27 个月、及 17 个月（p＜0.05），转移是疾病复发后生存的不良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骶前复发是最常见的局部复发模式，远处转移则以肺转移和肝脏为主。出现转移是疾病复发

的不良预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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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65 

腹腔镜与传统开放手术联合新辅助放化疗治疗中低位局部进展期

直肠癌的安全性及并发症的比较 

 
陈淅涓 刘英强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腹腔镜和开腹直肠癌根治术联合新辅助放化疗在中低位直肠癌中的安全性及并发症的差

异。 

方法  将我科收治的 112 例中低位直肠癌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56 例，所有患者均予以

新辅助放化疗治疗措施，实验组给予腹腔镜手术进行治疗，对照组行传统的开腹手术。观察并比较

两组患者肿瘤治疗情况(清扫淋巴结总数、肿瘤切除标本的远、近切端长度、环周及远端切缘阳性

率、保肛率以及术后短期并发症发生率等)。 

结果  腹腔镜组患者远切端长度、保肛率均明显高于开腹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腹腔镜

组与开腹组患者术后总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5.35%(3/56)与 33.92%(19/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  进展期直肠癌术前行同步放化疗后，腹腔镜手术优于开腹手术，安全有效。 

 
 
PH-066 

结肠鳞癌的临床特征及生存分析 

 
刘敏 刘百龙 吕进才 高岩 韩韬 石硙岩 董丽华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 130021 

 

目的  结肠鳞癌临床上极为罕见，其生物学行为、最佳的治疗策略及预后均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以指导临床工作，提高认识。 

方法  对 1994-2015 年发表的 12 例原发结肠鳞癌病例进行分析。包括性别、年龄、临床表现、肿

瘤部位、侵犯范围、分期、治疗情况及预后进行详细的分析。 

结果  其中男性 7 例，女性 5 例，平均发病年龄 63.2 岁（46-89）。腹痛、排便习惯改变及消瘦为

最常见的临床症状。其中有 2 例患者无明显不适。从好发部位而言，原发结肠鳞癌更好发于左侧结

肠。左侧：8 例。右侧：4 例。其中结肠脾曲及乙状结肠为最好发部位，各占 25%。1 例患者有 30

年的广泛的溃疡性结肠炎的病史。分期：I 期 2 例，IIA 期 3 例， III 期 2 例，IV 期 4 例，1 例分期

不明确。4 例 IV 期均有肝转移。 12 例患者中 2 例为基底样鳞状细胞癌，1 例为棘鳞状细胞癌。分

化程度：4 例未描述。 低分化：2 例； 中低分化：1 例；中分化：4 例；高分化：1 例。9 例患者

首选手术治疗，1 例患者单纯化疗，1 例先化疗后再手术，1 例治疗情况未描述。OS: 3 例患者未描

述，除外 1 例患者长生存 18 年外，剩余 8 例患者的平均生存期为 6.3 个月。 

结论  结肠原发鳞癌罕见，侵袭性强，初治时易肝转移，由于局部浸润易穿孔及梗阻，手术是首选

治疗，化疗疗效差，放疗的地位尚不明确，预后差，早诊早治难，需要多中心临床研究以更全面了

解结肠原发鳞癌的生物学行为及明确其最佳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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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67 

治疗前炎性相关因子在预测接受新辅助放化疗及根治性手术的粘

液性直肠癌患者的预后价值 

 
祁伟祥

1
 蔡昕

1
 章真

1,2
 

1.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治疗前炎性相关因子在预测接受新辅助放化疗及根治性手术的粘液性直肠癌患者中的预

后价值及临床意义 

方法及材料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接受新辅助放化疗及根治性手术的 100 例粘

液性直肠癌患者的病人资料，并对预后进行随访。以性别、T 分期、N 分期、AJCC 分期、肿瘤大

小、新辅助放化疗与手术间隔时间、放疗剂量、治疗前 CEA 水平、治疗前 AFP 水平、脉管是否受

侵犯、神经是否受侵犯、治疗前验证相关因子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 pre-treatment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PLR), pre-treatment lymphocyte-to-monocyte ratio (LMR)等 15 项因

素作为相关因素。应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患者生存率，应用 log-rank 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应

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探讨这些因素与患者生存率之间的关系。 

结果  总共 100 例粘液性直肠癌患者纳入此项回顾性研究。中位年龄 60.5 岁（26-81 岁）。中位生

存时间 94 个月。单因素分析显示，粘液性直肠癌患者预后与新辅助放化疗与手术间隔时间

(HR 0.37, p=0.03), 脉管是否受侵犯(HR 3.23, p=0.009), 治疗前 NLR (HR 3.87, p=0.012), 及治疗

前 LMR (HR 0.31, p=0.002)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治疗前 LMR 是与预后相关的独立因素 

(hazard ratio, 0.43; 95%CI, 0.18 to 1.00, p=0.045). 

结论  治疗前 LMR 水平是一个判断接受新辅助放化疗及根治性手术的粘液性直肠癌患者预后的有效

指标 

 
 
PH-068 

ISR 手术联合术中放疗治疗超低位直肠癌的初步经验体会 

 
王旻 李韬 赵泽云 王欣宇 邹永波 宋晓伟 张明威 刘铜军 

吉大二院 130041 

 

目的  手术治疗低位直肠癌必须兼顾根治切除和生活质量两方面需求，ISR 术提供低位直肠癌保肛

的可能。该术式仍有很大限制，仍有争议。 ISR 术前必须对低位直肠癌患者进行仔细评估，一般认

为术前肛门外括约肌受侵犯、肛门功能差、低分化或未分化癌不宜行 ISR 术。而早期、高分化、对

新辅助放化疗敏感的低位直肠癌较适合 ISR 术。新辅助放化疗虽可使直肠癌降期，但可能不利于

ISR 术后肛门功能的恢复(特别是术前放疗)。本研究是为了拓宽 INTRABEAM（Zeiss Meditech，

Jena， Germany）术中放射治疗在超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ISR 术）中的应用。扩大 ISR 术的手

术适应症、降低 ISR 术后的局部复发率进行有力的探索。  

患者和方法  从 2015-12-04 至 2016-08-31，3 名在我中心治疗的保肛欲望强烈的超低位直肠癌患

者参加了这项研究。T3 期及 T4 期外侵范围在肛提肌平面及肛提肌平面以上的患者，肿瘤直径小于

6cm，肿瘤下缘距离肛缘小于 5cm，距离齿状线小于 3cm，术中远切缘冰冻切片为阴性的患者。对

上述患者的急性期并发症即短期疗效进行评估。  

结果  在 3 例接受术中放疗的患者中单剂量 20Gy 是可以接受的，中位辐射时间为 23 分钟。患者均

行预防性造瘘，没有观察到急性放射性损伤症状，短期疗效良好。1 个病人由于肿瘤侵犯一侧肛提

肌，术后肛门括约肌功能稍差，未还纳预防性造瘘，3 例患者均未出现急性放射损伤症状，3 例患

者随访时间为 9、5、1.4 个月至今未发现有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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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束内放疗可能是超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ISR 术）的一个有力的补充，为 ISR 术的适应症进

一步扩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近期效果良好，期待远期效果的进一步评估。 

 
 
PH-069 

术中放疗应用于结、直肠癌的初步观察分析 

 
王旻 李韬 赵泽云 王欣宇 邹永波 宋晓伟 张明威 刘铜军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目的 本研究旨在拓宽结、直肠癌的治疗思路，将术中放疗作为结、直肠癌新的治疗方法，为合适

的结、直肠癌患者提供新的治疗手段，并研究结、直肠癌术中放疗对患者的急性期放射性损伤及短

期疗效。 

方法 我们分析了 12 例在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8 月之间接受术中放疗的结、直肠癌患者。中位年

龄 66.5 岁（范围：47-79 岁），平均年龄 64.25 岁。首先考虑患者病灶有无发生远处转移，其次在

无局部出血的情况下实施术中放疗。12 例患者中位放疗时间：0:33:24（范围：0:21:45-

1:06:23）。其中 7 例患者以 10mm 深度为标准，术中放疗中位剂量：5.00Gy（范围：5.00-

10.00Gy），平均剂量 6.00Gy；中位放疗时间：0:33:24（范围：0:21:45-1:06:23），与全部 12 例

患者时间统计无明显差异。最后对放疗相关并发症和短期效果进行观察。术后中位随访时间 6 个月

（范围：1 个月-10.5 个月）。 

结果 患者短期恢复良好，与常规手术无差别。 

1.无急性放射损伤症状：心、肺或血液系统；周围脏器（皮肤、盆腔植物神经、输尿管、膀胱、男

性前列腺及精囊腺、女性子宫及阴道）；脏器功能（肛门括约肌功能、性功能、排尿功能等）。 

2.无局部复发（包括盆腔疼痛、出血、肠梗阻等）或转移。 

结论 我们的初步临床研究表明，结直肠癌术中放疗是一种治疗结直肠癌的简单可行的方法。在放

疗前做好保护措施可能降低术后放疗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结直肠癌术中放疗后短期效果良好，这

将为结直肠癌患者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PH-070 

替吉奥同步调强放疗联合热疗治疗局部晚期直肠癌疗效分析 

 
魏微 龚志敏 成军 田葵 孙秋实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替吉奥同步调强放疗联合热疗治疗局部晚期直肠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72 例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37 例）和实验组（35 例）。对照组采用调强

放疗，肿瘤量 45Gy/25fx，联合替吉奥同期口服化疗；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局部热疗，预设

温度 42-43oC，60min/次，2 次/周。所有患者均于放疗结束后 6~8 周实施手术治疗。该研究研究

终点为保留括约肌功能手术切除率、2 年总生存率、2 年疾病无进展生存率和治疗毒副反应。  

结果  该研究中位随访时间 26.7 个月，实验组和对照组保留括约肌功能手术切除率分别为 62.8%和

40.5%，P=0.065；其中，术前 8cm 以内低位直肠癌保留括约肌功能手术切除率分别为 63.3%和

34.4%，P=0.041。实验组与对照组 2 年总生存率为 88.3%和 86.5%，P=0.788，2 年疾病无进展

生存率为 76.5%和 72.9%，P=0.87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实验组的肛门放射性皮肤反应、腹泻、

骨髓抑制、膀胱炎等不良反应在轻度（G1～2）和中重度（G3～4）反应发生率、术后伤口感染、

吻合口瘘及术后皮肤延迟愈合上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术前同步放化疗联合热疗对于局部晚期直肠癌治疗是安全和有效的，提高了低位直肠癌的保

肛率，并不增加并发症的发生率和毒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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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071 

IMRT 放疗同步化疗联合盆腔热疗治疗术后复发直肠癌 

近期疗效观察 

 
樊林 张伟 王建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72 

 

目的 探讨放化疗联合盆腔热疗治疗术后复发直肠癌近期疗效及毒副反应。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 年 2 月-2014 年 8 月 38 例直肠癌根治术后复发患者，采用 IMRT 放疗

同步卡培他滨化疗及盆腔热疗的疗效。盆腔适形调强放疗剂量 50GY，肿瘤区剂量达 66-70GY。放

疗开始即口服卡培他滨化疗，1000mg/m2/次，每日 2 次，连服 2 周后休息 1 周，每 3 周为 1 个周

期，放疗同步行 2 周期化疗。盆腔热疗采用 HY7000-1 型射频热疗机，2 次/周，共计 12-14 次。每

次热疗时间为 60min，于放疗前后 1 小时内完成。 

结果 IMRT 放疗同步卡培他滨化疗及盆腔热疗局部症状缓解率达 94.7%，有效率 92.1%，1 年生存

率 89.5%，2 年生存率 65.8%。不良反应主要有放射性直肠炎、手足综合征、胃肠道反应、骨髓抑

制，多为 1-2 级。 

结论 IMRT 放疗同步化疗联合盆腔热疗治疗术后复发直肠癌可提高近期疗效，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PH-072 

盆腔肿瘤射性肠炎的临床危险因素 

 
黄顺平 李建军 肖红 谭崇富 冉凤伟 江晓华 耿浩非 

西南医院 400038 

 

 放射治疗是腹盆腔肿瘤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而放射性肠炎是放疗的常见并发症。急性放射性肠

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间断性的水样腹泻和里急后重等，慢性放射性肠炎表现为肠出血、肠穿

孔、局部脓肿形成以及肠腔狭窄所致不同程度的肠梗阻等。目前对于放射性肠炎的发生临床因素研

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患者自身因素  放疗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与放疗后发生

放射性肠炎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其原因与肠道微血管的改变有关。高龄、女性、低体重指数导致

该部分患者下垂至盆腔的小肠较多，发生小肠损伤的危险性增高。既往手术会增加慢性放射性肠炎

的发生率，手术后粘连可将部分肠管固定而接受了过量放射线的照射。不同部位的肠道对放射的敏

感性不同：其敏感性的强弱排序为：直肠、乙状结肠、横结肠、回肠、空肠、十二指肠。无论是于

放疗的同时化疗或化疗后紧随着放疗，对周围正常组织的损伤作用也加重，包括氟尿嘧啶、放线菌

素、甲氨喋呤及阿霉素等。饮食调理和营养支持在放射性肠炎的治疗中具有重要地位 。谷氨酰胺

是肠黏膜细胞特异性营养物质，对肠黏膜的再生及维护肠屏障功能均具有重要作用。肠道菌群： 

肠道内的益生菌具有直接抗致病微生物作用。二   剂量学因素  剂量体积直方图可以直观地反映放

射剂量在三维分布上的特征，评估靶区及周围正常组织的照射剂量及照射体积。QUANTEC 推荐小

肠单肠袢 V15<120cc 全腹腔 V45<195cc ， 直肠 V50<50%、V60<35% 、V65<25%、

V70<20%、V75<15% 。小肠接受≥45 Gy 剂量照射的体积与≥2 级急性胃肠道(GI)的不良反应显著

相关，小肠 V45 每减少 100 cm3，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可降低约 50％。三   放疗中体位的影响  放疗

体位对肠道所受计量有着相关的影响 宫颈癌患者采用两种体位自身对照的剂量学研究，结果显示

俯卧位小肠的平均剂量及 v20、v30、v40、v45 和 v50.4 明显减小。直肠癌患者每例患者分别进行

仰卧位和俯卧位两种体位的 CT 定位扫描，比较 DVH 图发现仰卧位组小肠接受≥5、10 和 15 Gy 剂

量照射的体积 v5、v10、和 v15 较俯卧位组明显增加，而小肠接受≥20～45 Gy 每间隔 5 Gy 剂量照

射的体积在两组间没有明显差异，提示俯卧位主要对小肠受照低剂量区体积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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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001 

近距离组织间插植放疗治疗局部未控复发头颈部鳞癌的临床观察 

 
韩鹏炳 高力英 

甘肃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730050 

 

目的  探讨 B 超或 CT 引导下近距离组织间插植放疗治疗局部未控复发头颈部鳞癌患者的方法、可

行性及疗效。 

方法  收集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2 月我科收治的 10 例局部未控复发头颈部鳞癌患者，在 B 超或

CT 引导下行近距离组织间插植放疗，使用核通公司 192Ir 高剂量率后装治疗机进行治疗, 放射源为 

192
Ir
, 直径为 0.5 mm,长度为 3.5 mm, 总剂量为 10～24 Gy, 5～8 Gy / 次 , 1 次/ 周。 

结果  根据疗效评估标准，1-6 个月后行 CT 扫描，随访 3-6 个月，其中 CR 40%（4/10），PR 

50%（5/10），NC 10%（5/10），PD 0(0)。总有效率 CR+PR 90%（9/10），3 个月局控率

90%，6 个月局控率 80%，3 个月，6 个月的总生存率均为 100%。 

结论  近距离组织间插植放疗治疗局部未控复发头颈部鳞癌具有安全、有效、副反应轻的特点。在

B 超及 CT 引导下行近距离组织间插植放疗，疗效显著，可以更好的保护器官功能，副反应轻，并

发症少，是很好的治疗局部未控复发头颈部鳞癌的方法之一。    

 
 
PI-002 

放射性 I-125 粒子植入治疗转移瘤硬膜外脊髓压迫症初步 

临床应用 

 
何闯 黄学全 

重庆西南医院 400038 

 

目的 探讨放射性 I-125 粒子植入治疗转移瘤硬膜外脊髓压迫症（MESCC）的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 22 例 MESCC 患者的完整临床、影像以及术前计划、术后验证剂量资料。术前、术后疼

痛、生活质量应用疼痛数字评分(NRS)及功能状态评分（KPS）进行评价， 脊髓压迫及神经功能状

态运用硬膜外脊髓压迫(ESCC)评分、美国脊髓损伤协会(ASIA)评分系统进行评价。 

结果 本组治疗靶区 23 个，植入粒子 7~103 颗（中位粒子数 48）。术后验证剂量 D90 

11072.4±1773.5cGy，椎管剂量 D90 4579.3±1538.1cGy,D2cc8049.2 (四分位间距 4789.5-

10910.6) 。治疗后随访 1~38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 6 个月。术前 MSCC 评分 0-V 级分别占 0、

4.4%、34.8%、13.0%、30.4%、17.4%，术后中位 6 月随访时 MSCC 评分 0-V 及分别占 

26.1%、21.7%、21.7%、26.1%、4.4%、0。术前术后 ESCC 评分有显著性降低（P＜0.05）。

AISA 评分神经功能保留率 90.9%（20/22），恢复率 27.3%（6/22），神经功能下降率 9.1% 

(2/22)。NRS 评分、KPS 评分随访期内均有显著改善（P<0.05）。中位生存时间 10 个月，6 月、

12 月和 18 月生存率分别为 80%，50.0%，21.9%。 

结论 放射性 I-125 粒子植入治疗 EMSCC 可缓解脊髓压迫，改善神经功能状态，能减轻疼痛，提高

生活质量，是一种有效的姑息性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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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003 

CT 引导下 125I 粒子联合椎体成形治疗椎体转移瘤初步临床应用 

 
黄学全 何闯 

重庆西南医院 400038 

 

purpose  脊椎是恶性肿瘤常见转移部位，其发生率胸椎（70%）、腰椎（20%）和颈椎(10%)，易

导致 SREs 发生。放射治疗是骨转移癌首选方案，可快速有效止痛、降低发病率，常规放疗导致

VCF＜5%，但 SBRT 治疗后 VCF 约 11%-39%， 125I 粒子治疗椎体转移瘤尚未大量应用于临床，

其植入方式可能增加椎体 VCF 风险。本研究对脊柱不稳的椎体转移瘤，采用 125I 粒子联合 PVP

治疗，探讨 125I 联合 PVP 治疗脊柱不稳转移瘤临床应用价值。 

Materials and Methods  回顾性收集 21 例 125I 粒子联合 PVP 治疗椎体转移瘤患者的临床及影像

资料。均在 CT 引导下完成 24 个椎体粒子植入及骨水泥注入.给予处方剂量 12000cGy，粒子活度

0.8mCi。记录骨水泥注入量，应用 VAS 对疼痛进行评估,采用 SINS 对脊柱不稳定进行评分,采用

Tokuhashi 对脊柱转移瘤进行预后评分。 

Results  术前脊柱不稳评分（SINS）：10±2.06 分，患者生存预估评分（Tokuhashi）：

6.33±2.22 分。TPS 验证：椎体 GTV=44.76±37.98cc，D90=10975.151±2039.48cGy，

V90=5.26±3.18cc，粒子使用量 36.50±22.10 粒。椎管 GTV=40.54±36.29cc ，

D90=3988.11±1566.63cGy，V90=0.63±0.84cc。骨水泥注入时间为粒子术后 32.45±22.67 天，平

均植入骨水泥量 3.25±0.85ml，术后疼痛明显改善（P＜0.05）。中位随访时间 20 月，1 例出现肿

瘤进展。骨水泥椎间盘、椎管漏各 1 例，粒子游走 1 例。 

Conclusions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 I-125 粒子联合椎体成形治疗椎体转移瘤方法可行，可控制椎体

肿瘤且增加脊柱稳定性，使患者生存获益。 

 
 
PI-004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 125I 粒子植入治疗 HCC 肝外淋巴结 

转移的初步应用 

 
何闯 

重庆西南医院 400038 

 

Purpose  肝细胞癌肝外转移的积极控制可使患者生存获益，对 OS 是否有影响仍具有争议，暂无

规范的局部处理方法。本文采用 125I 粒子对肝内控制较好的肝外淋巴结转移进行积极处理，初步

探讨 125I 粒子植入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Materials and Methods  回顾性收集 22 例 125I 粒子植入治疗 HCC 肝外淋巴结转移患者的临床及

影像学资料。均在 CT 引导下按 TPS 计划完成 35 个治疗靶区粒子插植，给予处方剂量 8000-

1100cGy，粒子活度 0.8mCi，术后即刻行 TPS 验证。对靶病灶按 RECIST 标准进行评价，采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 

Result  TPS 验证：GTV=45.29±46.08cc，D90=8863.01±2061.71cGy，V90=40.85±42.59cc，中

位粒子数 21 粒（6-93）。靶病灶 CR 27 个，PR 5 个，SD 2 个，PD 1 个，ORR=91.4%。中位

OS 为 44.00 个月(95% CI：24.364-63.636)，1,2,3 年生存率 92.23%，77.73%，61.69%；粒子术

后中位 OS 为 22.00 个月(95% CI：6.901-37.099)，1,2,3 年生存率 56.98%，39.07%，25.05%。

穿刺并发症轻症胰腺炎 3 例，胃出血 1 例，粒子治疗副反应十二指肠溃疡 1 例。 

Conclusions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 125I 粒子植入治疗 HCC 肝外淋巴结转移安全、局部控制率好，

并发症可控，可能使患者 OS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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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005 

自制“丁”字型施源器固定托在宫颈癌后装治疗中的应用 

 
张桂琴 

宁夏医科大学总院肿瘤医院放射治疗中心 750004 

 

目的  保证施源器（阴道塞子）的稳固，确保后装治疗的准确和安全。 

方法  该技术使用带弹力的绷带，双向拉链结构，可塑性、依从性强，能适应个体差异的变化，有

力的保证施源器（阴道塞子）的稳固，确保治疗的准确和安全。 

结果  治疗剂量准确传递，提高治疗效果 

结论  临床实践证明，丁字托的使用 可加强施源器（阴道塞子）固定的稳固性，减少阴道塞子移位

造成的治疗区的变化，是后装治疗安全准确的前提条件。 

 
 
PI-006 

门静脉支架联合不同数目 125I 粒子链的剂量学研究 

 
姚丽红 王俊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通过近距离治疗计划系统模拟常见活度 125I 粒子、不同数目 125I 粒子链联合门静脉支架，

分析其在管腔肿瘤靶区内剂量学分布特性，以剂量学参数为依据，探讨优选方案，为临床应用提供

一定的参考意见。 

方法  创建 1 cm×1 cm×10 cm 圆柱体以模拟门静脉支架，勾画靶区之后，进行计划设计。按 125I

粒子链数目的不同，将实验模拟的门静脉支架联合 1、2、3 条 125I 粒子链的放射性支架相应分为

I、II、III 三组。对于每组放射性支架，125I 粒子均匀排布在支架边缘，在连续的每层影像均拾取粒

子，以形成 125I 粒子链条。记录不同处方剂量时，不同粒子活度的剂量体积直方图所示的体积剂

量和剂量体积参数。综合考虑适形指数（Conformation number, CN）、靶区外部体积指数和均匀

性指数来评价剂量学分布特性，以探讨可行的优选方案。 

结果  采用常见 125I 粒子活度时，I、II、III 三组门静脉支架模型的 D90 分别可达 15.0 Gy-

37.7Gy，42.7Gy-112.1 Gy 和 69.6Gy-185.7 Gy。对于同一粒子活度，当 125I 粒子链由一条增加

为两条时，D90 增加了 184%-209%；由两条增加为三条时，D90 增加了 63%-66%。处方剂量为

105 Gy，对于同一粒子活度，当 125I 粒子链由一条增加为两条时，V100 增加了 158%-249%；由

两条增加为三条时，V100 增加了 7%-175%。CN 与 125I 粒子活度（B = 0.479, P < 0.001）和

125I 粒子链数目（B = 0.201, P < 0.001）成正相关，与处方剂量无关（B = -0.002, P = 0.078）。 

结论  门静脉支架联合一条 125I 粒子链的剂量学分布很难满足本研究所设情况。对于门静脉支架联

合两条 125I 粒子链，处方剂量为 105 Gy，粒子活度为 0.7 mCi 即可满足临床剂量学要求。对于门

静脉支架联合三条 125I 粒子链，处方剂量为 105 Gy、125 Gy 和 145 Gy，对应粒子活度分别为

0.5 mCi、0.5 mCi 和 0.6 mCi 可更好满足临床剂量学要求。 

 
 
PI-007 

3D 打印技术引导下宫颈癌个体化近距离放射治疗初步应用 

 
傅志超 沈志勇 胡真忠 程惠华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350025 

 

目的  探讨 3D 打印技术在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放射治疗中的指导价值及在医患沟通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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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4 年 6 月至 2014 年 12 月初治宫颈癌患者 25 例，应用 3.0TMRI 进行平扫+增强检

查，提取患者 MR 增强检查的 DICOM 格式文件，使用医学影像算法平台和三维医学影像数据处理

平台 3DDOCTOR 对数据进行后处理，使用热塑性塑料进行 3D 打印重塑出 3D 模型。利用 3D 模

型指导医务人员进行宫颈癌三维腔内近距离放射治疗；设计分别针对医学专业人员和患者的调查问

卷，评价 3D 模型的有效性；计算肿瘤靶区的适形指数，观察宫颈癌放疗的近期疗效及副作用。 

结果  成功打印出 25 例宫颈癌患者的 3D 模型，肿瘤大小、位置及与周围正常组织的关系显示良

好；25 例完成 109 例次腔后近距离放射治疗，适形指数为 0.81±0.23；21 例患者达到完全缓解，4

例达到部分缓解，没有 2 度以上毒副反应。4 名医生对 3D 打印模型的逼真性和有用性的总体评分

为(8.0±0.8)分。患者对 3D 打印模型用于手术交流的满意度评分为(9.0±0.5)分。 

结论  3D 打印模型能够很好地显示肿瘤大小、位置及与周围正常组织的关系，有效指导医生进行宫

颈癌个体化近距离放射治疗，还可以用作与患者交流的工具，使医患沟通变得顺畅。 

 
 
PI-008 

二维电离室矩阵在 3D 腔内近距离治疗剂量验证中的应用研究 

 
袁珂 黎杰 廖雄飞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测试二维电离室矩阵对后装 3D 和 2D 腔内近距离治疗剂量验证的准确性，评估其临床应用可

行性。 

方法  选取于我院行 3D 近距离治疗的子宫内膜癌患者 16 例，先进行 3D 近距离治疗计划设计且重

新设计 2D 计划，然后将计划移植到采用 Freiburg Flap 施源器和插植针及固体水建立的模体上；利

用二维电离室矩阵 MatriXX 获取 HDR 内照射特定冠状层面内的剂量分布，再与计划系统所得剂量

分布进行比较，利用软件分析测量与计划剂量分布结果，分析验证结果的临床意义，所测得的剂量

分布与其对应模体计划中计算结果进行比对，以 γ 分析法(3 ram／3%)分别评估验证情况及实施效

率。 

结果  与治疗计划系统模体中计算平面相比较，MatriXX 测量平面内 2D 和 3D 腔内近距离治疗剂量

验证结果 γ≤1 的剂量点所占比例分别为 94.36+1.74%和 97.67+2.21%(t=0.16，p=0.338)。两种治

疗方式测量所得剂量分布与计算结果在相同平面的几何分布均有较好的符合度，且亦存在一定相关

性(r=0.16，P=0.03)。 

结论  使用 MatriXX 对后装近距离治疗剂量验证是一种快速、准确的方法，其精度高、使用方便，

是实现无胶片化和无纸化放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较为可靠近距离治疗剂量学质量保证工

具。 

 
 
PI-009 

热疗联合 125I 粒子治疗复发性直肠癌的近期疗效分析 

 
杨艳明 王铁君 李云峰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目的 评价热疗联合 CT 引导下 125I 放射性粒子对复发性直肠癌临床有效性。  

方法 对 20 例直肠癌术后放疗后复发的患者 CT 引导下行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术，术前应用放射性

粒子治疗计划系统（TPS）制定粒子植入计划，粒子间距为 1.0cm，植入后立即复查 CT，再次进

行剂量验证，植入粒子数量为 12-58 颗，每颗粒子放射性活度为 0.5mCi-0.6mCi，肿瘤周边匹配剂

量为 90-120Gy。术后联合射频热疗，2 次/周，连续 3 周，45-60min/次，维持温度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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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组病例中有 1 例患者无法耐受热疗退出，其余均完成全部治疗。随访 3 个月，局部有效率

94.7%（18/19），疼痛缓解率为 94.4%（17/18）。全组患者随访期间未出现尿频、尿痛、血尿、

直肠出血等并发症。 

结论 热疗联合 CT 引导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对复发性直肠癌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少，是复发性直

肠癌有效的综合治疗手段。 本研究采用热疗联合 125I 粒子治疗复发直肠癌构思缘于：1.肿瘤细胞

的热敏感性高于正常细胞；2.放疗不敏感的肿瘤细胞除乏氧细胞外，处于 S 期细胞对放疗表现抗

拒，但对热疗表现高敏感性；3.热疗可以抑制肿瘤细胞的放射损伤修复作用，主要抑制 DNA 单链

断裂的修复。4.肿瘤周边血供较好，所以热疗肿瘤周边的杀伤作用远不及对肿瘤中央的杀伤作用，

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为肿瘤周边性复发；而放疗局控失败原因为肿瘤中央的局部复发。我科采用内

生场射频热疗机是应用一对电容极板，频率 44MHz，将加热区域置于极板间，通过极板之间的射

频电场，激发人体组织内带电离子做高频运动，从而引起组织内分子剧烈碰撞而产热，达到加热升

温的目的，提高放射治疗疗效。本组患者均为放疗后复发患者，二次治疗常规有效手段不多且缓解

率低。本实验采用热疗联合 125I 粒子治疗有效率高达 94.7%，较以往文献报道的有效率提高了近

8%，疼痛缓解率提高 3%，且疼痛开始缓解时间提前。本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可喜的临床结果，给我

们极大鼓舞。但这只是近期疗效，继续随访 1，2，3 年的生存率可能更有意义。另外在治疗过程中

遇到一些问题 1.骶尾部肿瘤或肿瘤较大，骶骨遮挡，布针相对不均匀，必要时学习应用骶骨打孔

针；2.通过长期随访，排除因热疗而可能增加远处转移的风险。总之，热疗联合 125I 粒子治疗复

发性直肠癌的近期疗效较以往单纯放疗明显提高，远期疗效需进一步观察。 

 
 
PI-010 

Dosimetric assessment of bladder and rectum DVH 

parameters using biomechanical registration for 

interstitial brachytherapy 
 

XU XIAOXIAN,WANG BINBING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Purpose  implement deformable registration as a benchmark of real dose accumulated 
distribu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Patient images were collected from six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treated at our hospital in the period of October 2015 to March 2016. All the data collections were 
retrospectively obtained. Dose volume histogram (DVH) parameter such as D2cc, D1cc and 
D0.1cc for each patient were added fraction by fraction and calculated as DDVH. The DIR based 
dose accumulations were performed using our commercially available software Raystation 
(v.4.5.1.14, RaySearch Laboratories AB, Stockholm, Sweden). Dose distributions of the 
registered images were mapped to this reference frame to calculate cumulative dose Dacc. Dice 
similarity coefficient (DSC) was introduced to quantify the deformable image registration (DIR) 
accuracy. 
Results  DVH-based dose parameters summation have a good consistency with deformable 
dose accumulation especially for bladder. The average Dacc/DDVH values for bladder D2cc, D1cc, 
D0.1cc were 0.98±0.07 (p=0.34), 0.97±0.07 (p=0.22) and 0.91±0.09 (p=0.09), respectively. 
However, tendency was observed for individuals that DVH-based dose parameters were become 
less predictive due to decrease of DSC. Moreover, a dependency was found between DIR 
accuracy and relative volumes of two registration contours. Relative volume large than 2 could 
lead to a poor DSC result. 
Conclusion  initial condition of DIR should be checked for dose accumulation. DVH parameters 
derived from DVH-based dose summation should be carefully used if the DIR accuracy 
cannot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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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011 

组织间插植联合腔内近距离治疗在局部晚期宫颈癌中的应用研究 

 
杨国姿 王卓 高玲 丁丽娟 时颖华 陈坤志 董丽华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放疗科 130021 

 

目的  腔内近距离治疗作为宫颈癌根治性放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能够显著提高肿瘤区的照射剂

量，而对周围正常组织器官的辐射损伤小，从而在不增加放射性毒性的前提下提高了肿瘤的局控率

及患者生存率。然而对于局部肿瘤体积较大、偏心、形态不规则的患者，由于腔内施源器布置空间

的局限性，使得单纯腔内治疗很难达到理想的靶区剂量分布，因此影响患者的局控率及生存期。组

织间插植技术可根据肿瘤形态布置插植针，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能够弥补单纯腔内治疗靶区剂量分

布不均的缺陷。本研究拟探讨组织间插植联合腔内近距离治疗局部晚期宫颈癌的近期疗效及毒性反

应，明确其治疗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15-2016 年收治的 53 例局部晚期宫颈癌根治性放疗患者的临床资料，FIGO

分期为 IIB—IIIB 期，中位年龄 49 岁，病理类型为鳞癌 50 例，腺癌 3 例；其中 26 例行调强适形外

照射及组织间插植联合腔内放疗，27 例行调强适形外照射及单纯三管腔内放疗；全组外照射处方

剂量为 45Gy/25 次；外照射开始 3 周后开始近距离治疗，处方剂量 36Gy/6 次，每周 1 次。比较两

组靶区高危 CTV 的 D90、以及膀胱、直肠、乙状结肠 D2cm3 的剂量学差异，同时评价两组患者近

期疗效及毒性反应。 

结果  组织间插植联合腔内治疗组高危 CTV 的 D90 为 91±12Gy，较单纯腔内治疗组（82±13Gy）

明显升高（P<0.01）。膀胱、直肠及乙状结肠的 D2cm3 在两组中分别为 75±10Gy vs. 79±16Gy，

P=0.06；63±8Gy vs. 65±9Gy，P=0.12；61±7Gy vs. 62±11Gy，P=0.25。对于高危 CTV 体积

≥25cm3 的患者，组织间插植联合腔内治疗组的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率为 92.7%，较单纯腔内治疗

组（81.9%）明显提高（P<0.01）。而对于高危 CTV 体积<25cm3 的患者，两组完全缓解+部分缓

解率无明显差异（P=0.35）。两组患者肠道、膀胱急性毒性反应发生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P=0.45 及 P=0.37）。 

结论  对于局部晚期宫颈癌，尤其对于局部肿瘤体积较大的患者，组织间插植联合腔内近距离治疗

能够获得更高的靶区剂量，且在不增加急性毒性反应的同时显著提高了近期疗效。 

 
 
PI-012 

Percutaneous image-guided permanent 125I implantation 

for treating recurrent head and neck cancer, 2000 -2015 
 

tian suqing 
Peking University 3rd Hospital 100191 

 

Object: To investigate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percutaneous image-guided permanent iodine-
125 implantation as salvage therapy for recurrent head and neck cancer from a single institute 
analysis of the years 2000 to 2015. 
Methods  A total of 154 patients (101 male, 53 female; mean age 53.4 years, range30–74 years) 
with recurrent head and neck cancer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diagnosis of each case was 
verified by CT, MRI and biopsy. A median number of 46 125I seeds (rang, 12-86) per patient 
were implanted into recurrent head and neck cancer by image-guided needle puncture. The 
specific activity of 125I ranged from 0.55 to 0.80 mCi per seed and the median D90 was 120 Gy 
(rang, 90-153 Gy).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by examination and by 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CT) to evaluate treatment responses. Survival was analyzed using the 
Kaplan–Meier method. 
Results  During a median follow-up period was37months (range: 5–74months), the response rate 
of tumor was 82.6%. Overall median control time was 24.0 months (95% CI, 8.1–39.8). The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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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rate was 57.8% at 1 year and 34.5% at 2 years. The overall median survival was 28 
months (95% CI, 4.4–35.5), while the overall 1-, 
2- year survival rates were 61.9%, 38.1%, respectively. No serious complications were observed 
postoperatively and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On univariate analysis, improved local control of 
recurrent head and neck cancer 
was associated significantly with favorable stage, tumor volume, D90. On univariate analysis, 
improved survival was associated significantly with stage, tumor volume, D90. Good performance 
status. On multivariate analysis, sage, D90 and tumor volume maintained significance for the 
local control. Among the selected parameters, age and stage appeared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overall survive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Conclusion  image-guided brachytherapy using 125I seed implantation 
 
 
PI-013 

钟形施源器的剂量学研究 

 
于浪 杨波 庞廷田 刘峡 刘楠 董婷婷 李文博 邱杰 张福泉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探讨钟形施源器 Valencia 的剂量分布特点并建立一套针对该施源器使用前的临床测量方法。 

方法  利用井型电离室校准放射源 Ir192 的活度，再使用该放射源对通过 Valencia 皮肤施源器、

SP34 等效固体水模及 GafChromic EBT3 胶片建立测量模体进行照射，获取经过 Valencia 施源器

均整后的 Ir192 辐射野中轴的百分深度剂量曲线（PDD）及离轴曲线（Profile），对 PDD 及

profile 进行综合评价。 

结果  经 valencia 皮肤施源器均整后的 Ir192 辐射场的剂量分布类似加速器的射野，横向及纵向对

称性分别为 0.17%和 0.16%，受放射源在施源器内位置影响较大。PDD 曲线上，处方剂量点位于

施源器表面下 3mm 处，剂量分布符合距离平方反比。 

结论  使用带有均整器的 valencia 施源器对放射源的辐射场进行修整，修整后的均匀辐射场便于剂

量计算和测量，但应注意放射源位置误差造成的剂量分布的改变，临床使用前需对该分布进行实

测。 

 
 
PI-014 

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治疗质量控制 

 
于浪 孙显松 王欣海 李洪明 胡克 邱杰 张福泉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为保证病人、工作人员、公众以及场所的辐射安全，治疗过程的顺利执行以及物理剂量的精

确实施，现针对宫颈癌近距离治疗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质控内容进行简要介绍。 

材料和方法 设备质控包括安全系统、物理参数以及计划系统三个方面，其中安全系统检测内容涉

及施源器连接识别、门机联锁、辐射报警装置及应急处理装置等，物理参数的检测内容包括日期时

间源活度的监测、源活度的测量方法、传输系统长度、源到位精度的测量、施源器的几何精度、计

时器精度及线性六个方面，计划系统的质控内容主要有施源器的重建精度、DVH 重复性、驻留点

分布验证、剂量分布测量等。除设备质控内容外，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治疗还涉及到病人治疗前的准

备阶段、施源器置入、图像获取及计划设计、计划审核、治疗实施以及治疗结束后的核查工作等。 

结果 井型电离室测量源活度具有使用方便、修正因子较少、有效测量体积大、测量精度高等优

点。使用测量尺读取源到位时，读取值为放射源头位置，实际到位值应在此值的基础上减掉 1/2 源

长，此外测量过程中连接管的弯曲会对源到位产生 1～3mm 的影响。施源器重建后就成为了放射

源的运行路径，所以施源器重建精度会极大影响剂量分布。借助胶片及电离室矩阵等测量工具可以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421 

 

对计划系统的计算结果进行验证。采用手风琴式的纱布填塞方式，可有效降低直肠、膀胱剂量，并

且起到良好的固定施源器的作用。二维计划，重建好施源器及各剂量参考点后，宫颈癌术后残端照

射要考虑到照射位置、象限、驻留长度以及处方剂量深度。对于未手术的宫颈癌处方剂量点为

ICRU38 号报告 A 点。一般直肠、膀胱参考点剂量要小于处方剂量的 60%；三维计划，处方靶体积

为 HR-CTV，单次 HR-CTV-D90 要达到处方剂量，总 EQD2>85Gy，对各危机器官 D2cc 的要求，

一般肠道（小肠、乙状结肠、直肠）总量 EQD2<75Gy，膀胱 EQD2<90Gy，除此以外还要关注

150%的处方剂量（高亮区）所包容的范围及计划总的 TRAK。治疗前要认真核对核对病人信息，

计划单各参数如活度、日期、处方、驻留点位置、驻留时间等，术后病人还涉及到施源器的置入、

注意置入深度、角度、及管道驻留象限。治疗结束后双人核对使用的器械、纱布数量等。 

结论 针对整个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治疗流程的质控体系的建立，能够细化工作步骤、提高计划质

量、保证近距离治疗的精确实施，保证质量的同时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PI-015 

3D 打印个体化非共面模板辅助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头颈部复发

恶性肿瘤的剂量学验证 

 
姜玉良 吉喆 王俊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对比 3D 打印模板辅助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头颈部复发恶性肿瘤的术前计划与术后验证的剂

量学结果，在剂量学层面探讨该技术的治疗精确性。 

方法  2016 年 1 月-2016 年 4 月于我院接受 3D 打印模板辅助 CT 引导放射性 I-125 粒子植入的头颈

部复发恶性肿瘤的患者共 9 例，处方剂量给予 110-150Gy。所有患者行术前计划设计、3D 打印模

板制作、穿刺及粒子植入，术后验证的剂量学结果与术前计划相对比，剂量学参数包括 D90、

mPD、V100、V150、V200、CI、EI、HI。统计学方法采用配对 t 检验。 

结果  设计并制作 3D 打印模板 9 块。入组患者的 GTV 平均体积为 22.4 cm3，术后 GTV 平均 D90 

128.8Gy。术后验证 D90、mPD、V100、V150、V200 的均值分别为 127.3Gy、65.2Gy、

91.1%、66.6%、43.2%，术前则分别为 128.8Gy、64.5Gy、90.6%、63.5%、36.0%，术后实际

GTV 接受处方剂量与术前预计划相当，D90、mPD、V100、V150、V200 术前术后皆无统计学差

异，其中 V200 术后略高于术前，但仍无统计差异。CI、EI、HI 同样未见统计学差异。 

结论  3D 打印模板定位、定向准确，针对头颈部复发肿瘤，术后验证实际剂量分布主要指标均较好

的达到了术前预计划的设计要求，有良好的治疗精确性。 

 
 
PI-016 

术中植管位置对软组织肿瘤瘤床三维近距离治疗的剂量影响 

 
孙武军 王伟 江波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市―肿瘤防治‖重点实验室 300060 300060 

 

目的  研究术中植管软组织肿瘤瘤床管的位置对其三维近距离治疗的剂量，探讨置管对三维近距离

治疗技术在术中植管软组织肿瘤瘤床放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20 例术中植管软组织瘤床放射治疗患者术后一周进行近距离放射治疗，设计三维治

疗计划，对肿瘤瘤床的 CTV 进行定义和勾画，并对皮肤等邻近的危及器官进行限量，处方剂量

4Gy*10 次，根据重建施源源通道的间距，距离危及器官的远近，对不同位置的施源器进行分组，

植管位置较好组 12 例，较差组 8 例。研究植管位置对靶区剂量的影响。 

结果 若植管位置均匀，管间平均距离 0.8-1cm，周围危及器官距离较远，则 CTV-D100 处方剂量

覆盖达到 90%以上，D2cc 控制在处方剂量 200%以下，皮肤剂量在处方剂量 75%以下；植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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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靠近皮肤等危及器官，管间距较小，若保证 CTV-D2cc 在处方剂量 200%以下，皮肤等危及

器官达到限量要求，则 CTV-D100 处方剂量覆盖较差，在 60%-90%之间。 

结论 术中植管位置对三维近距离治疗剂量影响较大，若保证治疗效果，需要保证最佳的植管位

置。如何植入最佳的管道位置需要进一步与外科手术大夫沟通，建立一套有效的方法，该方法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 

 
 
PI-017 

3D 打印模板辅助 125I 粒子植入治疗乏血供型肝癌的临床应用 

 
王宁 阎英 郭占文 张海波 徐莹 吴哲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探讨 3D 打印模板辅助在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乏血供型肝癌的应用价值。 

方法  3D 打印模板辅助 CT 引导下行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 20 例乏血供肝癌患者共 27 个病灶设为 A

组，与同期病情相近无模板辅助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的 25 例肝癌患者共 36 个病灶设为 B 组进行

对比，所有患者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 1、2、3 月后行增强 CT 或 MRI 检查，以 2 个月时病灶大小

与治疗前对比，按 RECIST 1.1 版实体瘤评价标准，分为 CR、PR、NC 和 PD、RR：(CR+PR)／

随访例数×100％。比较两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术后剂量分布，治疗 2 个

月后有效率。 

结果  A、B 两组手术时间分别为 32.5±17.3min、47.6±27.2min、剂量分布：A、B 两组 D100(cGy)

分别为 10107 ±2189、7915 ±2393，V100(%)分别为 96.1±6.5、82.6±9.7。A 优于 B 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A、B 两组治疗 2 月后有效率分别为 90%(18/20)和 84%(21/25)，但两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结论  本研究提示应用 3D 打印模板辅助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乏血供型肝癌有助于缩短手术时间，

优化放射剂量分布， 效果满意，但由于是回顾性研究，且样本数较少，可能存在诸如患者依从性

等偏倚影响，今后尚需较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验证 3D 打印模板辅助放射性粒子植入

治疗的临床价值。 

 
 
PI-018 

3D 打印个体化模板联合 CT 引导下 125I 粒子低剂量率近距离组

织间植入技术在盆腔复发宫颈癌中的应用 

 
江萍 姜玉良 王俊杰 孙海涛 吉喆 郭福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放疗科 100191 

 

目的  利用 3D 打印个体化模板联合术中 CT 引导下永久性 125I 粒子组织间植入技术在盆腔复发宫

颈癌应用中比较术前、术后治疗计划的匹配性。 

方法  分析我院 10 例宫颈癌盆腔复发患者接受 125I 粒子近距离治疗。所有患者术前根据 CT 定位

影像学资料行术前计划设计携带针道的个体化 3D 非共面模板，在 CT 影像的指导下利用模板植入

穿刺针，记录术前计划及术中实际植入针数，针道偏移度，粒子数；通过比较术前及术后计划靶区

剂量学参数：均匀性指数（HI），90%靶区体积剂量（D90）， 100%处方剂量的体积（V100）及

150%处方剂量的体积（V150）来评价术前术后计划的匹配性。治疗计划系统（TPS）采用

Prowess 3D (Version 3.02，美国 SSGI 公司)计划系统，数据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

件配对 t 检验。 

结果  10 例患者根据术前计划植入粒子共 675 颗（25～114，中位 44 颗），术后实际植入粒子共

669 颗（25～113，中位 47 颗），每例患者术前术后计划粒子误差平均 2 颗，其中差最大一例患

者差异 9 颗。术前计划针道设计植入针共 138 根（6～21，中位 9 根），术后实际植入针共 132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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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中位 9 根），单例患者术前术后计划针道误差最大 3 根。术前（定位 CT）模板设计针

道与水平轴位成角 30o～133o（中位 90o），术后实际针道角度 31o～129o(中位 90o)，中位偏差

角度 1.99o±2.94o(0～13o)，独立样本 t 检验术后针道与计划角度偏差无统计学差异（F=0.1511，

P=0.698）。术前、术后平均 D90 分别为 128.62±12.90Gy,131.61±13.34Gy，t 检验两者无统计学

差异（F=0.012，P=0.913）；术前，术后平均 V100 和 V150 分别为 90.58%±0.50%，

92.23%±1.10%，t 检验两者无统计学差异（F=1.131，P=0.303）和 66.12%±2.25%，

66.69±3.74%，t 检验两者无统计学差异（F=0.733，P=0.405）；术前、术后平均 HI 为

0.27±0.02，0.28±0.03，t 检验两者无统计学差异（F=0.508，P=0.486）。 

结论  3D 打印个体化模板联合术中 CT 引导下永久性 125I 粒子组织间植入治疗盆腔复发宫颈癌可

获得较好的术前、术后治疗计划匹配，是规范临床操作流程及精确植入的方法之一。 

 
 
PI-019 

碘 125 粒子链治疗胆管癌支架置入术后再次胆道梗阻临床观察 

 
吴磊 余国政 邱发凯 刘秋芳 

陕西省肿瘤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碘-125 粒子链治疗胆总管癌支架置入术后再次胆道梗阻的临床效果。 

方法  收集 2014.02-2016.01 我院收治的 8 例胆总管癌支架置入术后再次胆道梗阻患者，行碘 125

粒子链腔内治疗。 

结果  8 例患者均行经皮穿刺胆道内碘 125 粒子链置入术，术后 1 月复查胆红素，转氨酶、肿瘤标

志物均明显下降，胆道梗阻均较前好转，生活质量好转。所有病例均未出现出血，胆瘘、腹腔感

染。 

结论  碘 125 粒子链置入可以减轻胆道梗阻，缓解患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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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001 

回顾性分析伽马刀治疗颅内囊变性转移瘤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贺选 张学成 梁云云 张雷 

西安长安医院 710016 

 

目的  颅内转移瘤采用头部伽马刀治疗的效果已经得到大家的公认，伽马刀治疗多采用 50%-70%等

剂量线为处方剂量线，剂量分布特征呈洋葱皮样改变，靶区边缘剂量跌落极快，很好的保护了正常

组织，但越往等中心处病灶所受剂量越高，肿瘤消退及坏死机率越大，而对伴有囊性变的患者采用

该治疗方式是否也同样安全有效尚鲜有报道，基于此目的对我们科脑囊转病例做一个回顾分析。  

方法  2013 年 2 月至 2016 年 1 月共计 173 位确诊及治疗的脑转移患者，选取 40 位伴有囊性改变

者，年龄 54-72 岁之间，中位 63 岁，男性 27 例，女性 13 例，合计 61 个囊变病灶，病灶平均体

积 6.85cc（0.39cc-39.89cc）；平均囊变体积=5.64cc（0.32cc-32.7cc）；囊变体积/病灶体积平均

=76.36%（14.84%-97.87%）；囊壁最薄处平均值=2.86mm（1.4mm-5.7mm）。70.49%（43）

的囊变体积占病灶总体积＞70%。采用深圳一体医疗生产的 LUNA-260 头体一体伽马刀进行治疗，

热塑面膜固定，PTV 由 GTV+3mm 外放，处方剂量要求 50%等剂量线包绕 97%PTV，3-5Gy/8-

13f。治疗期间给予甘露醇、地塞米松等脱水药物减轻脑水肿。疗效评价按 RECIST 标准从治疗完

成最后一天算起，1-2 复查增强 MR，CR：病灶完全消失，PR:病灶体积减小 50%以上，SD：病

灶体积减小＜50%，PD：病灶增大超过 25%，局部控制率为 CR+PR/总病灶数。  

结果  所有 40 例患者 61 个囊变病灶均按计划完成治疗。至 2016 年 1 月 2 例患者合计 3 个病灶失

访，中位随访时间 8 月，5 例患者因为治疗期间顽固脑水肿住院时间延长，对症处理后均安全出

院。疗效评价 CR：46.6%（27/58），PR:48.3%（28/58）例，SD：5.2%（3/58）例，PD:0%。

局部控制率:94.8%。全组患者 6 个月生存率 86.8%（33/38）。  

结论  采用头部伽马刀 SRT 治疗颅内伴有囊性变的转移瘤安全，有效，副作用较小。但需进一步扩

大样本量进行临床观察。 

 
 
PJ-002 

基于 HLCC 的锥形束 CT 图像伪影的评价方法 

 
陈宇思 

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医科大学 510515 

 

目的  临床工作者以往都是通过肉眼观察重建的图像定性的评价图像的伪影。这种图像伪影的评价

方法由于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有可能会受到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一致性原

理（HLCC）的评价方法，通过给出几个指标来定量地评价图像里不同伪影的严重程度。  

方法  评价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通过模拟仿真获得不带伪影和带伪影的 CBCT 的投

影；2）抽取所模拟的三维 CBCT 投影的中间层，构成一个二维的扇形投影；3）使用基于弦图的

重排算法或者逐根重排算法将扇形投影转换为平行束投影；4）计算平行束投影每个角度下的线积

分之和，获取 HLCC 曲线，并且计算曲线的波动百分比和方差。最终可获得一致性水平的评价指

标，这个指标可评价图像伪影的严重程度。本文所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已经在 CBCT 的仿真实验得

到很好验证，其中 CBCT 的投影是通过基于 GPU 的 gDRR 代码包仿真实现的。由于仿真需要，我

们对代码包进行了功能的扩展，模拟出可靠性高，准确真实的投影数据。  

结果 我们模拟了带有散射伪影、射束硬化伪影、几何伪影、余晖伪影和噪声的 CBCT 投影。结果

显示带有伪影的 HLCC 曲线图的波动程度要明显大于没有伪影的情况。几何伪影的波动百分比和方

差分别是无伪影时的 3~21 倍和 16~393 倍，而射束硬化伪影则是 6 倍和 133 倍，散射伪影是 19

倍和 1184 倍，余晖伪影是 4 倍和 16 倍。噪声伪影的波动百分比，方差和一致性水平则和无伪影

的情况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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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重排算法和基于 HLCC 理论的图像伪影定量评价方法。在此方法下，图

像中伪影影响的严重程度可归结如下：散射伪影>几何伪影>射束硬化伪影>余晖伪影>噪声>无伪

影。 

 
 
PJ-003 

伽马刀联合唑来膦酸治疗非小细胞肺癌骨转移的疗效观察 

 
马明 牛婷婷 邵亮 张平 菅青 李春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伽马刀联合唑来膦酸治疗非小细胞肺癌骨转移的疗效观察。 

方法  选择我院收治的 116 例非小细胞肺癌骨转移患者采用 OPEN 式体部伽马刀治疗。其中 56 例

联合唑来膦酸注射液治疗。联合治疗组即伽马刀同时给予静脉输注唑来膦酸注射液。 

结果  通过对两组的治疗疗效进行对比分析。伽玛刀联合唑来膦酸治疗组的临床疗效更为明显，两

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伽马刀治疗骨转移癌效果确切，近期疗效好，联合唑来膦酸注射液后可有减轻疼痛、增强疗

效作用，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 

 
 
PJ-004 

射波刀治疗复发头颈部肿瘤的临床初步探讨 

 
张余飞 温居一 康静波 

海军总医院 100048 

 

目的  评估体部立体定向放疗(SBRT)治疗先前接受过放射治疗的复发头颈部鳞癌患者的有效性与安

全性 

方法  接受 SBRT(射波刀)治疗的先前照射过的 25 例复发头颈部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袁 SBRT 的处

方剂量是 25~36Gy/5~6f 评价指标包括肿瘤缓解率尧局部控制率尧无进展生存期尧生存质量改善率

尧急性及晚期毒性反应 

结果  射波刀治疗 3 个月后近期有效率(CR+PR)为 68%袁中位无病生存期达 10.3 个月袁 1 年生存

率达 48%曰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无 4-5 级不良反应 

结论 对于先前接受过放射治疗的复发头颈部鳞癌患者袁射波刀治疗复发头颈部肿瘤癌近期疗效明

确袁且不良 

 
 
PJ-005 

分次立体定向放疗联合替莫唑胺治疗大体积脑转移瘤的前瞻性 

临床研究 

 
马玉超 肖建平 毕楠 刘清峰 张烨 邓垒 刘笛 赵瑞芝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前瞻性 II 期临床研究，分析分次立体定向放疗联合替莫唑胺（TMZ）治疗大体积脑转移瘤的

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入组直径≥3cm 或体积≥6cc 的脑转移瘤患者，放疗剂量 52Gy/13f 或 52.5Gy/15f，同步 TMZ 

75mg/m2/d，辅助 TMZ 6 周期(150mg/m2/d，d1-5，q28d)。疗中复查 MRI，如瘤体积缩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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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缩野。疗后 2-3 月复查 MRI 评估疗效。主要终点为客观反应率（ORR），次要终点为治疗病灶

局控率（LC）、颅内无进展生存（IPFS）、总生存（OS）及毒性等。 

结果 自 2010 年至 2015 年，共 33 例患者纳入分析，男 20 例，女 13 例，中位年龄 56 岁（39-74

岁），疗前、后中位 KPS 分别为 70、80 分，原发灶主要为非小细胞肺癌（57.6%）。中位随访时

间为 30.0 月（5.8-54.2 月），总治疗病灶数及大体积病灶分别为 95 和 38 个，＞10cc 有 24 例

（63.2%），中位 GTV 15.3cc（5.7-142.8cc）。22 例患者（66.7%）实现疗中缩野，中位 GTV

缩小率为 44.3%（21.1%-87.8%）。中位总剂量为 59.5Gy，同步和辅助 TMZ 完成率分别为 100%

和 21.2%。全组 ORR 为 97.0%，1 年 LC、IPFS 及 OS 分别为 96.6%、69.5%及 61.5%，中位生

存期 15.3 月。主要毒性反应为 1-2 度恶心、呕吐，1 例出现 3 度肝功能损伤。 

结论 分次立体定向放疗联合 TMZ 治疗大体积脑转移瘤安全有效，半数以上的患者可实现疗中缩

野，缩短治疗时间，减少损伤。 

 
 
PJ-006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induces fast tumor 

control and symptom relief in patients with iliac lymph 

node metastasis 
 

王中秋 庄洪卿 袁智勇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 300060 

 

Aim The CyberKnife is a robotic SBRT system which has shown promising results for many 
malignancies.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response obtained with CyberKnife in the treatment 
of iliac lymph node metastases (ILNM).  
Method Clinical data was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in 22 patients with 27 ILNM treated by 
CyberKnife.  
Results  The complete response, partial response, stable disease and progression disease rates 
were 37.0%, 48.0%, 7.5% and 7.5% respectively. 
The 1-, 2-, and 3-year LC rates were all 90.6%, and overall survival rates were 78.8%, 60.6%, 
and 43.3%. All patients with pelvic pain and ureter obstruction achieved good symptom relief. 
The treatment tolerance was acceptable and no severe toxicities were reported. OS was better 
for patients receiving a total dose >30Gy, and who had received prior systemic treatment and 
symptom relieved.   
Conclusion  CyberKnife is an effective therapeutic option for ILNM, providing high LC rate and 
good symptom relief with minimal toxicity.  
 
 
PJ-007 

低分次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脑转移瘤患者时非小细胞肺癌病理类型

对 GPA 分级系统的影响 

 
马良华 李光 张宏伟 王志宇 党军 张硕 姚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110001 

 

目的  探讨低分次立体定向放射治疗（HSRT）脑转移瘤患者时非小细胞肺癌（NSCLC）病理类型

对采用 GPA 分级系统评估生存期的影响。 

方法  2001 年至 2011 年治疗的 171 例 NSCLC 脑转移瘤患者纳入研究，治疗方式为 HSRT 加或不

加全脑放疗。每位患者均独立计算 GPA 评分，病理类型分为腺癌和非腺癌。中位生存时间

（MST）采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计算，log-rank 检验用于确定是否有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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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MST 按病理类型为：腺癌 15 个月（n = 92），非腺癌 10 个月（n = 79）（p < 0.001）。 

MST 按 GPA 评分为：GPA 3.5-4，24 个月；GPA 2.5-3，15 个月；GPA 1.5-2，9 个月和 GPA 0-

1，6 个月（p < 0.001）。在 GPA 2.5-4 的患者中腺癌比非腺癌生存期长。GPA 2.5-3 患者 MST

为：腺癌 18 个月，非腺癌 10 个月（p = 0.007）；GPA 3.5-4 患者 MST 为：腺癌 30 个月，非腺

癌 17 个月（p = 0.046）。在 GPA 0-2 患者中腺癌和非腺癌的生存期无明显差别。GPA 0-1 患者

MST 为：腺癌 8 个月，非腺癌 4 个月（p = 0.146）；GPA 1.5-2 患者 MST 为：腺癌 10 个月，非

腺癌 8 个月（p = 0.291）。我们进一步发现 GPA 3.5-4 患者中非腺癌与下级 GPA 2.5-3 患者中腺

癌有着相似的生存期（MST 分别为 17 和 18 个月，p = 0.775）。这种现象也发生在 GPA 2.5-3 患

者中非腺癌与下级 GPA 2.5-3 患者中腺癌之间（MST 都是 10 个月，p = 0.724）。 

结论  我们在这组采用 HSRT 治疗的脑转移瘤患者中证实了 NSCLC 病理类型对 GPA 分级系统有

一定程度的影响。在 GPA 2.5-4 的患者中腺癌较非腺癌生存期长。GPA 3.5-4 和 2.5-3 的患者中非

腺癌与相应下级 GPA 2.5-3 和 1.5-2 的患者中腺癌生存期相似。病理类型应作为一个新的因素添加

到针对 NSCLC 的 GPA 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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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定向分次内治疗时间对治疗精确性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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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对行立体定向消融治疗的头颈、胸腹部肿瘤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进行实时（real time）治疗

体位监测，分析患者治疗精确性随时间延长的变化规律，以确定常规体位固定条件下，治疗时间对

治疗精确性的影响，及临床可用最佳治疗时间区间。 

方法  选择 20 例行射波刀（CyberKnife）治疗的患者，头颈部和胸腹部各 10 例，治疗分次

(Fraction)均为 3 次。治疗过程中每隔 60s 采集一次患者体位的实时正交图像 DRR（Digital 

Reconstructed Radiograph，DRR），与参考图像行配准比对，记录其误差。分析治疗分次内随时

间的延长，患者实时治疗精确性的变化。 

结果  统计在六维（X/mm、Y/mm、Z/mm、L-R/°DOWN-UP/°CW-CCW/°）方向上进行。在同一

治疗分次内，六维误差分别为 2.0±3.7、0.2±6.4、0.2±3.8、-0.5±0.9、-0.1±0.8、-0.3±0.6；头部

最大值分别为 5.2、11.4、6.8、2.2、2.5、1.5，胸腹部最大值为 9.1、17.4、14.5、1.2、1.5、

0.9，较大误差多出现在治疗中段时间，但无统计学意义。同一患者在不同治疗分次内，平移方向

系统误差最大为 0.31mm,随机误差最大为 0.85mm，旋转方向系统误差最大为 0.28°,随机误差最大

为 0.72°；3 次治疗误差 P 值分别为 0.02、0.81、0.00、0.00、0.00、0.00;第二次治疗数值显著小

于其他两次治疗,P 值为 0.04。 

结论  立体定向放疗需要极高的治疗执行精确度。现行热塑体膜、真空垫固定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不可控因素极多，治疗执行精确性较差。治疗分次内最大平移误差高达 17.4mm，最大旋转误差为

2.5°。单次治疗中，在治疗 10 分钟后，患者不自主动度增加，但随着时间延长，动度变化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分次治疗间，首次治疗时，患者动度最大，治疗精确性最差；第二次治疗动度最小，

治疗精确性最高；第三次治疗动度变大，治疗精确性变差。三者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在进行立体

定向放疗，尤其是不具备实时体位校正时，应综合采用多种体位固定方式，如立体定位体架等，以

减少患者不自主活动精确度；同时尽量缩短治疗时间。多种方法综合使用，以提高治疗执行的精确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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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009 

脑转移癌应用替莫唑胺联合伽马刀与单纯伽马刀治疗疗效比较 

 
王娟 詹必红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031 

 

目的 分析比较替莫唑胺联合伽马刀治疗脑转移癌与单独伽马刀治疗脑转移癌的临床疗效以及不良

反应。 

方法 确诊脑转移癌患者 34 例，随机分两组：单独伽马刀治疗组（GTV 为颅内转移灶，GTV 外放

3mm 为 PTV，总剂量 35～48Gy/10～12f）；替莫唑胺联合伽马刀治疗组（伽马刀治疗同时予以口

服替莫唑胺 150 mg／m2／d，共 5 天，28 天 1 周期，共 3 周期）。比较分析两组近期疗效以及不

良反应。 

结果 单纯放疗组和联合治疗组治疗近期有效率分别为 56.25%和 88.89%（p=0.031），1 年生存率

分别为 43.75%和 55.56%（P=0.216）。两组白细胞、血小板减少发生概率相似（P>0.05）。急

性脑损伤发生率较高，均以 I 级损伤为主（联合组为 50%,单独组为 44.44%）。 

结论 替莫唑胺联合伽马刀治疗脑转移癌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新型治疗手段，患者耐受性较好。 

 
 
PJ-010 

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 CT 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何健 叶露茜 曾昭冲 施世明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分析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BRT)后 CT 图像特征，探讨相关影响因

素。 

方法研究回顾分析了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在我院接受 SBRT 的早期 NSCLC（Ⅰa-Ⅱa）患

者，收集治疗后的 CT 图像，依随访时间分为：3 个月，4-6 个月及 7-12 个月，参考 Ikezoe 和

Koening 分类方法评价图像特征。记录患者姓名、肿块位置、有无肺气肿，放疗剂量和双肺

V2.5、V5、V10、V20、V30、V40、V50，全肺平均剂量(MLD)等参数，运用 χ2 检验、t 检验及

COX 分析讨论各因素与 CT 表现有无相关性。 

结果 （1）共 56 例患者入组。放疗后 3 个月与 4-6 个月图像中，弥漫实变分别占 6.1%和 14.3%，

局部实变 19.9%和 52.3.%，弥漫 GGO 8.4%和 6.9%，局部 GGO 23.2%和 18.8%，无变化 42.4%

和 7.7%。晚期 CT 图像中，局部实变 68.7%，肿块改变 19.1%，瘢痕改变 6.2%，无变化 6.0%。

未显示与放射性肺炎，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相关。 

（2）3 个月时 CT 图像上，16 例肺气肿患者中，有 3 例(18.8%)在出现放射性肺损伤，无肺气肿患

者中有 28 例(70.0%)出现放射性肺损伤（P=0.008）。 

（3）6 个月时 CT 图像上 8 例患者出现弥漫实变，V20，V30，V40，V50，MLD 是显著的影响因

素（P=0.011, 0.012 ,0.010, 0.027, 0.003）。 

结论（1）早期 NSCLC 患者 SBRT 治疗后放射性肺损伤 CT 表现有一定特征，多数患者经历磨玻

璃样变到实变，变化类型与放射性肺炎和总生存率无明显相关。（2）SBRT 对于肺气肿患者安

全。（3）降低 V20，V30，V40，V50，MLD 有利于缩小放射性肺损伤范围，可能有利于肺功能

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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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011 

介入联合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与单纯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肝癌（>5.0 

cm）同期对照研究 

 
苏庭世 梁平 程涛 卢幻真 蒋华艳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 530011 

 

目的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BRT）不可手术切除小肝癌（HCC）是一种可行的潜在替代方案，但

是对于较大不可手术切除肝癌（>5.0 cm），介入（TAE/TACE）联合 SBRT 与单纯 SBRT 疗效尚

未得知，本研究拟回顾性比较这两组治疗局部较大肝癌（>5.0 cm）的长期生存及预后分析。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在我院诊断为 HCC 并接受 SBRT 的患者，入组标准：肿瘤

最大径>5.0 cm，肝功能 Child-Pugh A 或 B 级，排除标准：血管癌栓，或肝门淋巴结转移，或肝外

远处转移。共 77 例接受 TAE/TACE+SBRT，50 例接受单纯 SBRT。 

结果  整组中位随访时间 20.5 月（2.0-66.0 月）。肿瘤中位大小 8.5cm（5.1-21.0cm）。

TAE/TACE+SBRT 组中位生存时间为优于 SBRT 组（42.0 月: 21.0 月，P=0.047）；

TAE/TACE+SBRT 组 1，3，5 年 OS 为 75.5%，50.8%，46.9%，而 SBRT 组 1，3，5 年 OS 为

62.4%，32.9%，32.9% (P=0.047)。 TAE/TACE+SBRT 组 1，3，5 年远处无转移生存率

（DMFS）为 66.3%，44.0，40.6%，而 SBRT 组 1，3，5 年 OS 为 56.8%，26.1%，17.4% 

(P=0.049)。 两组在无疾病进展生存率（PFS）、局部无复发生存率（LRFS）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两组毒副作用较少并可耐受。对于整组单因素分析提示靶区剂量 BED10≥100Gy 和

EQD2≥74Gy 同时是 OS、PFS、LRFS 和 DMFS 预后因素。 

结论  对于局部较大肝癌（>5.0 cm），TAE/TACE 联合 SBRT 优于单纯 SBRT，在 SBRT 计划规

划中，只要正常组织能耐受，靶区剂量 BED10≥100Gy 和 EQD2≥74Gy 可能会带来生存获益。 

 
 
PJ-012 

射波刀蒙特卡罗与射线追踪算法在周围型肺癌中的剂量学比较 

 
曹洋森 于春山 孙永健 张火俊 

上海长海医院 200433 

 

目的  对比射波刀蒙特卡罗算法与射线追踪算法在周围型肺癌中的剂量学差异，建立修正模型。 

方法  回顾分析 70 例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行射波刀治疗的患者，行 CT 模拟定位并勾画靶区和危及

器官。分别只用射线追踪算法和蒙特卡罗算法进行最终的剂量计算和评估。比较两种计划的靶区剂

量、适形指数（CI）、新适形指数（nCI）、均匀指数（HI）和危及器官受量，分析造成两种算法

剂量差异的相关因素，建立修正模型。 

结果  射线追踪算法高估了肿瘤靶区剂量，PTV D95 平均高估了 8.59Gy，GTV D99 平均高估了

5.84Gy，PTV 的均匀指数平均增大了 0.11，适形指数和新适形指数都平均增大了 0.05。脊髓、食

管、气管、左右支气管、心脏的体积剂量分别被高估了约 2.23Gy、1.96Gy、1.89Gy、1.77Gy、

1.64Gy、2.16Gy。肺组织的全肺平均剂量和 V5 剂量体积分别被高估了 2.69Gy 和 7.52% 。TTV

体积对 PTV D95 的变化具有影响。拟合 PTV D95 与 TTV 体积呈幂函数关系（R2=0.8626），建

立修正模型。本研究修正模型和 MC 结果的 ICC 值为 0.903（0.826-0.947），优于 No?lle 提出的

修正模型 ICC 值 0.757（0.590-0.862）。 

结论  未选配蒙特卡罗算法的射波刀用户在使用射线追踪算法设计评估周围型肺癌治疗计划时，可

以利用本修正模型对 PTV D95 的结果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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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013 

体部立体定向放疗治疗腹膜后转移瘤临床疗效观察 

 
庞军 陈燕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646000 

 

目的 观察全身 γ 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BRT）腹膜后转移瘤的近期疗效及不良反应。 

方法 采用超级 γ 刀（SGS-I 型）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腹膜后转移癌 65 例，根据肿瘤的位置、临床靶

体积、病人的身体状况与治疗目的，制定放射治疗计划及调整剂量分布。肿瘤体积 8.7～

1352.3cm
3，等剂量参考曲线 50%～60%，周边照射总剂量 40～48Gy，分割处方剂量 4.0～

6.0cGy，重复治疗 8～10 次，5 次/周。 

结果 治疗前腰背部痛不适等 40 例，治疗结束后 1 至 3 个月，症状完全消失 32 例(80.0 %)，轻度

缓解 7 例（17.5）部分缓解 1 例(2.5%), 症状改善有效率为 97.5%；65 例病人治疗后 2～3 个月复

查 CT 或 MR, 肿瘤消失 36 例(55.38%), 缩小 27 例(41.54%), 无变化 2 例(3.08%)，总有效率

96.92 %。2 级放射性消化系统反应为 16.18%，无>2 级放射性消化系统反应的发生。 

结论 全身 γ 刀治疗腹膜后转移癌临床效果确切，副反应较轻。 

 
 
PJ-014 

肺部金标植入及其注意事项 

 
张厚才 段学章 

解放军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射波刀治疗时，常需要金标植入，以保证呼吸运动与靶区运动相吻合，从而保证治疗靶区的

精度。  

方法  金标植入常用方法有模拟定位机、B 超引导、CT 引导，胸部以 CT 引导下植入更为方便准

确，成功率高。  

结论  利用此方法植入准确，副作用、并发症少。  

 
 
PJ-015 

ExacTrac X 线图像引导系统配合六维床在颅内肿瘤无框架 SRS

的临床应用 

 
周巧敏 肖青 金键 罗日顺 张平 黄庆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  研究颅内肿瘤无框架 SRS 治疗在 Exactrac X 线图像引导系统应用下的摆位精度及其它影响

因素。 

方法  选取 119 例我院 2014 年 8 月至 2016 年 2 月颅内肿瘤患者，应用 Brainlab 无框架 SRS 专用

面膜和专用头架将患者固定在治疗床上，经红外线标记自动摆位后，采用 Exactrac X 线系统拍摄

双侧斜位交叉射野照片，并与计划系统数字重建的射野图像进行比对配准修正后，得到 LAT(X 方

向)、LNG（Y 方向）、VRT（Z 方向）三个方向的平移精度误差以及相应的旋转精度误差，并对这

些数据拓展分析。 

结果  119 例患者经 Exactrac X 线图像引导系统配合六维床摆位后测得精度误差绝对值为：LAT(X

方向)0.16±0.13mm、LNG（Y 方向）0.17±0.14mm、VRT（Z 方向）0.15±0.11mm 其对应的三个

旋转精度分别为：0.21±0.15°、0.18±0.15°、0.19±0.14°，空间矢量误差为 0.32±0.16mm。平移精

度误差均小于 0.5mm，旋转精度误差均小于 0.5°，均小于 SRS 治疗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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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应用 Exactrac X 线图像引导系统配合六维床修正后可明显提高颅内肿瘤 SRS 治疗精度，六

个方向上的精度误差均在 SRS 治疗要求范围内，为临床放疗提供质量保证。对比传统头钉式 SRS

治疗，具有无创无痛、摆位简单耗时短、高精度的特点，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新技术。 

 
 
PJ-016 

Hypofractionated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a new 

treatment strategy for giant cavernous sinus hemangiomas 
 

wang xin
1
,Zhu Zhu

1
,Pan Li

1
,Qin Zhiyong

1
,Wang Enmin

1
 

1.Department of Neurosurgery，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Department of Cyberknife，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  Cavernous sinus hemangiomas (CSH) are rare, benign vascular tumors arising from the 
dural venous sinuses lateral to the sella.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SRS) has emerged as a 
principal alternative to microsurgical resection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CSHs. Surgical 
resection is a reasonable option for large (3-4 cm in diameter) or giant (>4 cm in diameter) CSH. 
However, giant CSH management remains a challenge for the neurosurgeon, as there are 
high rates of morbidity and even mortality stemming from uncontrollable and 
massive hemorrhage during surgery. This study reports the results of hypofractionated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H-SRS) for giant CSH. 
Methods  From January 2008 through April 2014, 31 patients with giant CSH (tumor 
volume >40cm3, >4 cm in diameter) treated using Cyberknife radiosurgery were enrolled in a 
prospectively collected cohort study. The clinical status and tumor volume reduction were 
evaluated by means of seri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The diagnoses of 27 
patients were determined depending on typical imaging features. In 4 patients, the diagnoses of 
CSH were confirmed histopathologically. The median volume of the CSH was 64.4 cm3 (range, 
40.9-145.3 cm3). Three or four sessions of Cyberknife radiosurgery were used with dose 
prescription based on trying to cover the entire tumor with a higher dose while ensuring the dose 
limitation to the visual pathways and brain stem. The median marginal dose to the tumor was 
21Gy (range 19.5-21 Gy)/ 3 fractions for 11 patients and 22Gy (range 18-22 Gy)/ 4 fractions for 
20 patients.  
Results  Follow-up MRI scans revealed a median of 88.1% (62.3%-99.4%) tumor 
volume reduction at last follow-up compared with the pretreatment volume. 10 patients developed 
a mild headache and 5 had vomiting during the treatment; these acute symptoms were relieved 
completely after steroid administration. Among the 30 patients with symptoms observed before 
treatment, 19 achieved symptomatic complete remission and 11 had partial remission. One 
patient reported seizures, which were controlled after antiepileptic drug administration. There 
were no radiation induced neurological deficits or delayed complications during the follow-
up period. 
Conclusion  Hypofractionated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is an effective and safe treatment 
modality for giant CSH. Considering the risks involved in microsurgery, hypofractionated 
stereotactic radiosurgery can serve as the primary, definitive treatment option for giant C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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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017 

A Phase II Study of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for Low-Intermediate-Risk Prostate Cancer 
 

Wang Xin,Wang Enmin,Wenqian Xu,Fang Zujun,Xu Ke 

Department of Cyberknife，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40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and side effects of 
hypofractionated stereotactic radiotherapy in low or intermediate risk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the CyberKnife radiosurgery system (Accuray). 
Methods  29 patients with low or intermediate risk prostate cancer were enrolled in a prospective 
Phase II study between June 2011 and October 2014. The hypofractionated stereotactic 
radiotherapy dose was 39 Gy delivered in 6 fractions (EQD1.5 89.1Gy). The primary endpoint 
was biochemical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period based on the Phoenix definition. Toxicities were 
evaluated by using the Radiation Therapy Oncology Group scoring criteria using the CTCAE v.4. 
Quality of life was assessed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prostate symptom 
score (IPSS) Symptom Score and the Expanded Prostate Cancer Index Composite (EPIC). 
Results  29 patients with low or intermediate risk prostate cancer at a median age of 71 years 
(range, 61–80 years) received SBRT without hormones. The median follow-up is 17 months. The 
median pre-treatment 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PSA) was 12.6 (5.8-19.4) 
ng/ml and decreased to a median PSA of 0.42 ng/ml by 2 years. None of the patients had 
experienced biochemical recurrence during follow-up. Mean IPSS and EPIC bowel QOL scor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the time of the last fraction and within the first month, returning to the 
baseline at sixth month.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sexual QOL was observed. 13.8% and 17.2% of 
patients had acute Grade 2 GU and GI toxicity, respectively, with no Grade 3 or higher acute 
toxicity to date. The 2-year actuarial incidence rates of GU and GI toxicity of grade 1 were 3.5% 
and 6.9%, respectively. No patients experienced late Grade 2 or higher complications.  
Conclusions  Our SBRT scheme of 39Gy in 6 fractions delivered using CyberKnife radiosugery 
system is feasible and well tolerated. The current evidence supports consideration of 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among the therapeutic options in a monotherapy setting for low or intermediate 
risk prostate cancer. Longer follow-up is needed for assessment of late toxicity and outcome. 
 
 
PJ-018 

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脊柱转移瘤的疗效分析 

 
陈芳

1,2
 王宗烨

1,2
 

1.解放军 306 医院 

2.安徽医科大学 

 

目的  分析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脊柱转移瘤的临床疗效。 

方法  采用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 20 例脊柱转移瘤患者，45～60Gy/15～20 次，3Gy/次，1 次/

天；采用 NRS、VRS、EORTC QLQ-BM22 评估患者放疗前至随访结束各个时间段的疼痛缓解及

生活质量改善情况。采用 KPS 评分标准评价患者放疗前后的功能状态。脊髓神经功能采用 Frankel

分级评价。主要研究终点疼痛完全缓解，次要研究终点为患者死亡。 

结果  至随访结束，脊柱转移瘤患者无疼痛人数由 0 例/20 例上升至 10 例/14 例（p<0.001）。NRS

评分显示，放疗前与放疗 1 周、4 周相比（5.64±1.18 与 4.73±1.42,p<0.001；5.64±1.18 与

3.05±1.25，p<0.001），疼痛评分明显下降，止痛能维持至随访结束；疼痛缓解伴强阿片类止痛药

使用的下降，放疗后 6 月内强阿片类止痛药使用人数由 16 例/20 例下降至 6 例/18 例（p<0.05）。

EORTC QLQ-BM22 生活质量评分显示患者在疼痛部位、程度和功能方面均较放疗前明显改善，社

会心理方面的影响变化不大。功能状态恢复较慢，放疗后 6 月脊柱转移瘤患者 KPS 评分较放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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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增加，由放疗前（68.50±7.45）分提高到放疗后 6 月（73.0±5.71）分（t=-3.94，p<0.05）。

至放疗结束，所有脊髓神经功能缺陷的患者均得到了改善，无 1 例出现脊髓神经放射性损伤。至末

次随访，14 例存活，2 例已生存 18 个月，1 例出现肿瘤进展；6 例死亡，均死于全身多发转移或

恶病质或脏器功能衰竭，无治疗相关性死亡。中位生存期 10 个月。 

结论  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脊柱转移瘤能够明显减轻患者疼痛、显著改善机体功能，患者生活质

量明显提高，无脊髓神经放射性损伤等晚期并发症。 

 
 
PJ-019 

立体定向放疗和调强放疗对局部复发鼻咽癌的效果比较 

 
周宪 舒小镭 何亚男 王颖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400030 

 

目的  比较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SBRT）和调强放射治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治疗局部复发鼻咽癌的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08 年 5 月至 2012 年 5 月收治的 78 例局部复发鼻咽癌患者，按照治疗方

式分为 SBRT 组（n=38）和 IMRT 组（n=40），分别接受 SBRT 和 IMRT 治疗，比较两组患者近

期疗效，远期疗效和晚期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两组患者中，SBRT 组完全缓解率（CR）高于 IMRT 组，部分缓解率（PR）低于 IMRT 组

（p<0.05），稳定患者比例（SD）无差异（p>0.05）。两组患者 2 年局部控制率比较差异无显著

性。SBRT 组 3 年局部控制率高于 IMRT 组具有显著性（p<0.05）。IMRT 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略

高于 SBRT 组，张口困难和脑损伤发生率比较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颅神经病变和颈动脉

破裂综合征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结论  SBRT 较 IMRT 更能够提高局部复发鼻咽癌近期疗效和 3 年局部控制率，3 年生存率无显著性

差异，晚期不良反应减少，是治疗局部复发鼻咽癌安全有效的方法。 

 
 
PJ-020 

胰腺癌 CT 引导下精确植入金标的方法探讨 

 
付春鹏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胰腺癌金标植入的精确方法，以减小金标偏移，提高金标植入准确率。 

材料与方法  选取需要植入金标的 20 例胰腺癌患者，随机分为Ａ，Ｂ两组进行金标植入。金标植入

前训练患者小幅度平静呼吸，在病人体表标注固定点后，Ａ组患者采用常规金标植入方法，Ｂ组患

者在氟尿嘧啶辅助下进行金标植入。患者在接受金标植入后进行 CT 扫描，并将设计进针的 CT 图

像和金标植入后的 CT 图像传到 MIM 软件。在 MIM 软件中将两 CT 图像进行融合，分别测量 A、B

两组患者实际金标深度。将测量结果与开始设定的理想金标位置比较，从而得到金标的偏移误差

（此误差为穿刺角度上的距离误差）。将 A、B 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比较两种方法进行金标植

入的精确性。 

结果  采用常规金标植入方法进行植入的 A 组患者的金标偏移误差为：0.715±0.41cm，采用氟尿嘧

啶辅助穿刺的Ｂ组患者的金标偏移误差为：0.531±0.19cm。 

结论  CT 引导下穿刺植入金标时氟尿嘧啶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较常规金标植入方法可以防止金

标游走，使得金标的位置更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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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021 

肺癌脑转移伽玛刀治疗对保护海马及神经认知功能的作用分析 

 
张国荣 郁志龙 无 无 无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10050 

 

目的  分析肺癌脑转移灶的位置分布与海马的关系，评价伽玛刀治疗肺癌脑转移对保护海马及神经

认知功能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接受伽玛刀治疗的 100 位肺癌脑转移患者在治疗

前的 T1 增强轴位全扫的定位 MR 图像，勾画出脑转移灶的位置分布和外扩 5mm 的海马位置。同

时使用神经心理学量表对伽玛刀治疗前及治疗后 1 周内患者的神经认知功能进行评价。 

结果 100 位患者，总计 376 个脑转移灶中，只有 3.3%（11 个）在海马 5mm 范围内，其余 96.7%

（365 个）的转移灶均在海马外扩 5mm 之外范围。 转移灶最常见的部位为额叶（31.5%，118

个）。其次为顶叶（24.6%，93 个），小脑（17.0%，64 个），颞叶（13.9%，52 个），枕叶

（7.9%，30 个），脑干（2.4%，9 个），其它位置（2.6%，10 个）。 神经认知功能的评价结

果：伽玛刀治疗前存在认知功能轻度障碍者（24-26 分），占 49.57%。与伽玛刀治疗后的ＭＭＳ

Ｅ 成绩比较认知评分较治疗前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0.05）；而 50.43%的患者放疗

前后认知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0.05）。 

结论 100 例患者中，只有 8 例患者的转移病灶位于海马区 5mm 范围内。因此，海马周围外放

5mm 可作为转移瘤放射治疗避开的安全界。同时，应用伽玛刀放疗技术治疗肺癌脑转移瘤安全有

效，及时改善临床症状，显著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在延长生存期的同时，很好保护海马，减少放射

损伤，减低放疗导致的神经认知功能下降。  

 
 
PJ-022 

高剂量短程放疗与胃肠旷置手术融合模式治疗不能手术局限性胰

头癌的开拓性 I 期临床试验 

 
夏廷毅

1
 王颖杰

1
 任刚

1
 冯志强

2
 吴伟章

1
 

1.空军总医院 肿瘤放疗科 

2.空军总医院 肝胆外科 

 

目的  观察高剂量短程放疗与胃肠旷置手术融合模式治疗不能手术局限性胰头癌的安全性及近期毒

副作用。  

方法  前瞻性收集不能手术局限性胰头癌，采用螺旋断层放疗设备，靶区仅包括胰腺肿瘤及周围转

移性淋巴结，给予 GTV60Gy，每日 1 次，连续 5 次完成，放疗后 1 周内开腹行胃肠指肠旷置术。

观察治疗期间及术后毒副反应，依据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常见毒性标准（NCI-CTCAE 4.02）评

价，定期采用腹部增强 MR 及 PET/CT 并评估局部控制效果及远处转移情况。  

结果  共完成 4 例患者，年龄 39-61 岁，2 例肿瘤位于胰头部，1 例胰头颈部，1 例胰颈部，肿瘤体

积 9.42-75.45cm3，仅 1 例影像学提示周围淋巴结转移。所有患者放疗及手术过程顺利，未见 III

级及以上副反应。1 例患者治疗后腹痛消失，局部大小稳定，在治疗后 1 个月复查发现肝转移、腹

腔腹膜后多发转移，治疗 2 月后因肺栓塞死亡；1 例患者治疗后腹部不适消失，3 月后 PET/CT 提

示肿瘤代谢消失，但出现肝内转移、腹膜后淋巴结转移、锁骨上淋巴结转移；1 例患者治疗后 1 个

月偶轻度腹部疼痛，局部病灶稳定；1 例患者治疗后 8 个月，腹痛消失，局部病灶缩小，PET/CT

检查代谢消失，正常工作。  

结论  采用高剂量短程放疗与胃肠旷置手术融合模式治疗不能手术局限性胰头癌安全可行，毒副反

应轻，近期肿瘤局控率高，本方案充分发挥了放射外科消融肿瘤的技术优势，又善用了手术外科旷

置胃肠的专业特长，是开启放疗与手术深度融合的智慧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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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023 

立体定向放疗对恶性肿瘤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刘超 吴世凯 申戈 刘广贤 赵耀巍 孟祥颖 从阳 周琳 

解放军 307 医院放疗科 100071 

 

目的  临床前研究表明大分割放疗可激活免疫应答，但在临床上鲜有探讨。本研究欲探索大分割放

疗对恶性肿瘤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分析其是否可激活患者免疫状态及激活的时间窗问题。 

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8 月期间在我科接受射波刀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且未

同步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分别于放疗前 1 周内、放疗结束时、放疗后 1 到 3 个月采集患者

静脉血，使用流式细胞仪进行 T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包括 CD3+、CD4+、CD8+、CD8+CD28+、

CD8+CD28-、CD4+CD25+T 淋巴细胞。使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将患者放疗结束和放疗后 1 到 3 月时

T 淋巴细胞亚群比例与放疗前进行比较。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41 例患者，其中肺癌和肺转移瘤 27 例、肝癌和肝转移瘤 8 例、食管癌 3 例、

其他肿瘤 3 例。射波刀治疗后 CD3+T 细胞比例出现持续升高，放疗后 1 到 3 月时最明显

（P=0.009）。与放疗前比较，放疗结束时 CD4+T 细胞（P=0.092）和 CD4/CD8 升高

（P=0.020），而放疗后 1 到 3 月 CD4+T 细胞（P=0.352）和 CD4/CD8 均出现下降

（P=0.018）。与之相反，CD8+T 细胞放疗结束时略有下降（P=0.417），1 到 3 月时出现明显上

升（P=0.006）。CD8+CD28+、CD8+CD28+在放疗结束时未发现变化，1 到 3 个月出现上升，但

未发现统计学差异（P=0.083、0.060）。CD4+CD25+Treg 细胞未观察到改变。 

结论 大分割放疗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激活患者的全身免疫状态，而在结束放疗 1 到 3 月后激活状态

消退，但未产生免疫抑制。  

 
 
PJ-024 

肺癌立体定向放疗中主动呼吸控制技术的剂量学对比研究 

 
张英杰 杨露 朱智慧 钟仁明 柏森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放射物理技术中心，成都 610041 610041 

 

目的  探讨主动呼吸控制方式的深吸气屏气（DIBH-ABC）与自由呼吸方式下门控治疗（Gating 

with 4D-CT）在肺癌立体定向放疗（SBRT）中靶区与肺体积的差异和以及所导致的剂量学差异。 

方法  本研究选取 10 例拟进行 SBRT 治疗的肺癌患者分别进行自由呼吸状态下 CT 扫描（FB-

CT）、四维 CT 扫描（4D-CT）和 DIBH-ABC 状态下 CT 扫描（ABC-CT）。在 FB-CT、ABC-CT

以及 4D-CT 的十个呼吸序列时相上分别勾画肿瘤靶区（GTV）和危及器官，并用外扩边界方式生

成相应的 CTV、ITV、PTV，其中 FB-CT 和 4D-CT 为自由呼吸状态，选用 4D-CT 呼吸时相序列中

吸气末时相 CT0 模拟门控治疗方式（RPM），ABC-CT 使用主动呼吸控制技术，4D-CT 方式利用

MIM vista 将 4D-CT 的 10 个时相序列进行时间加权的平均密度投影 CT 影像（MeanIP）。在相同

加速器射束条件下分别基于以上四种 CT 影像设计大致相同的 SBRT 治疗方案，保证四种方式有相

同的靶区 DVH，之后比较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几何学和剂量学指标。 

结果  与自由呼吸状态相比较，ABC、MeanIP、CT0 状态的靶体积 PTV 分别减少了 65.34%、

40.14%、64.98%，其中 ABC、CT0 都与自由呼吸状态的均值有显著性差别(P>0.05)。较自由呼吸

状态，ABC、CT0、MeanIP 的双肺 V5 均值分别降低 42.64%、30.21%、16.90%，有显著性差异

(P<0.05)；ABC 较 CT0 均值减少 17.81%，有显著性差异(P<0.05)。较自由呼吸状态，ABC、

CT0、MeanIP 的双肺 V20 均值分别降低 56.62%、48.49%、37.16%，有显著性差异(P<0.05)；

ABC 较 CT0 均值减少 15.78%，有显著性差异(P<0.05)。较自由呼吸状态，ABC、CT0、MeanIP

的正常组织并发症概率（NTCP）均值分别降低 98.53%、95.82%、90.96%，有显著性差异

(P<0.05)；ABC 较 CT0 均值减少 64.83%，有显著性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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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主动呼吸控制方式的深吸气屏气(DIBH-ABC)，影像伪影小因而靶区配准精度高，相对于自由

呼吸肺体积有显著性增大，因而在靶区达到相同治疗剂量时能显著降低正常肺组织剂量。 

 
 
PJ-025 

放疗联合 EGFR-TKI 延长 EGFR-TKI 有效期的 I 期临床研究 

 
李宏奇 徐向升 胡小龙 王颖杰 夏廷毅 

空军总医院 100036 

 

目的  本研究目的是探索放疗联合 EGFR-TKI 对于延长 EGFR-TKI 有效期的作用，进一步确定二者

的最佳联合方式。EGFR-TKI 是通过与 ATP 竞争性结合位于肿瘤细胞表面的 EGFR-酪氨酸激酶催

化域结合位点，阻断信号向细胞内的进一步传递，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生长，间接导致肿瘤细胞凋

亡；但肿瘤细胞生长受多种信号通道调控，当 EGFR 被阻断后，肿瘤细胞可以通过自身调节，强

化其他信号通路或发生新的基因突变（例如 T790M 突变），导致 EGFR-TKI 耐药。临床上 EGFR-

TKI 通常在 8-10 个月出现耐药。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可以有效杀死肿瘤细胞。如果将二者联合使

用，理论上来讲，能够延长 EGFR-TKI 有效期，从而改善肺癌患者生存。 

方法  分析了我院 2009 年 6 月 1 日起，Ⅳ 期肺腺癌接受肺原发病灶和关键转移病灶选择性放疗联

合/或靶向治疗的患者共 32 例，其中单纯应用小分子靶向药物（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

剂，EGFR-TKI）7 例，选择性放疗联合 EGFR-TKI 25 例（EGFR-TKI 耐药后才放疗 10 例，

EGFR-TKI 与放疗同步 8 例，先放疗后 EGFR-TKI 7 例）。小分子靶向药物使用时间 1～44 月，中

位时间 14 月。放疗方案为：体部伽马刀技术，70%等剂量线为处方剂量线覆盖 GTV，肺实质原发

病灶 5.6～7 Gy/次，总剂量 67.2~70Gy；肺门和纵隔淋巴结病灶 4.2～5.6 Gy/次，总剂量

42~56Gy，5 次/周。 

结果  在 EGFR-TKI 未耐药时联合放疗组（二者同步和先放疗后 EGFR-TKI）的 EGFR-TKI 中位

OS 30 个月，中位耐药时间为 19 个月；单纯靶向治疗和 EGFR-TKI 耐药后联合放疗组中位 OS 17

个月，中位 EGFR-TKI 耐药时间为 10.2 个月。 

结论  Ⅳ 期肺腺癌 EGFR 敏感型突变患者，在 EGFR-TKI 未耐药时联合放疗（同步或先放疗后

EGFR-TKI）能够延长 EGFR-TKI 有效期，并且总生存时间显著优于单纯 EGFR-TKI 治疗。 

 
 
PJ-026 

体部伽马刀治疗早期非小细胞肺癌 5 年结果 

 
李宏奇 徐向升 胡小龙 王颖杰 夏廷毅 

空军总医院 100036 

 

目的  评价体部伽马刀治疗 I～II 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 5 年局控率、生存率及毒性反应。 

方法  对 29 例因医学原因不能手术或拒绝手术的 I～II 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应用 OUR－QGD 型体

部伽马刀治疗，真空负压袋固定，慢速 CT 扫描且不做呼吸动度限制。计划要求 50%剂量线覆盖

100%PTV，60%剂量线覆盖 90%CTV，70%剂量线覆盖 80%GTV，PTV、CTV 和 GTV 的处方剂

量分别为 50 Gy，60 Gy 和 70 Gy，每周 5 次，共 10 次 2 周完成。治疗后 1、3、6 个月及每年随

访，行胸部 CT 评价结果。 

结果  全组失访 1 例，随访率为 96.55%，随访时间 8-102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 57 个月。治疗后第

1、3、6 个月，原发病灶完全缓解率分别为 17.24%，44.83%和 86.21%；部分缓解率分别为

62.07%，44.82%和 6.90%；总缓解率分别为 79.31%，89.65%和 93.10%。1-4 年局控率均为

93.1%,5 年局控率 84.5%；1-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6.6%、82.8%、72.1%、68.5%、59.4%。其

中 I 期 1-5 年生存率分别为：100%、84.6%、72.7%、68.7%、63.4%。1-5 年局部无进展生存率

分别为 86.2%、75.9%、68.6%、64.8%和 54.8%。毒副反应：治疗后 3 个月内的急性放射反应：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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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6 例（20.68%），II 级 2 例（6.90%），Ⅲ级 2 例（6.90%）。治疗后 3 个月以上的晚期放射反

应：I 级 10 例（34.48%），II 级 1 例（3.45%）。 

结论  本研究再次表明，体部伽马刀治疗早期非小细胞肺癌可获得较好的 5 年局控率和生存率，且

毒副反应轻微，是一种安全有效的体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手段。 

 
 
PJ-027 

Optimization and outcome of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single institutional experience 
 

Ren Yanping,Zheng Xiangpeng,Jiao Yuxin,Ge Weiqiang,Zhang Libo 
Fudan University Huadong Hospital 200040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to assess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SBRT) for early-stag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with ext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optimization of SBRT implementation for treatment quality assurance in elderly patients aged 
over 75 years.  
Methods   Twenty-five elderly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NSCLC received SBRT with written 
contents in past four years. Clinical and radiotherapy records, treatment outcomes, including 
cancer-specific survival (CSS), local control (LC) and toxicity profile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adiation pneumonitis (RP) and dosimetric and hematological parameters. 
Results  All patients completed the planned radiotherapy without interruption or cancelation and 
no evident treatment-related symptom was seen during the radiotherapy course. The median 
follow-up period was 17.1 months (1.3 – 37.3 months). The 1-, 2-year CSS was 93.3% and 85.6; 
and the 1-, 2-year LC was 93.8% and 82.0%, respectively. The gross incidence of RP was 48% 
while symptomatic RP was 16%. Multiple-variab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ere existed a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cidence of symptomatic RP and R40%, R80% (p < 
0.01), and plasma D-Dimer level might have predictive value for symptomatic RP (p < 0.05). 
Conclusions   With individualized optimization of treatment delivery, SBRT is a viable opt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localized NSCLC with tolerable toxicity and satisfactory efficacy.  
 
 
PJ-028 

肺部立体定向放疗急性肺损伤与血液学指标和剂量体积参数的相

关性研究 

 
吕斌 任艳萍 焦玉新 张立波 戈伟强 郑向鹏（通讯作者）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200040 

 

目的  分析与肺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致急性肺损伤可能相关的剂量体积参数与血液学指标，以期获

得具有预测价值的临床参数用以指导对急性肺损伤的预防性干预。 

方法  自 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我院接受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肺癌患者共 65 例，其中 I 期肺

癌患者 58 例，肺内寡转移患者 7 例，患者平均年龄 72 岁。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的临床病史、物理

计划和随访资料，特别是放疗后 6 个月内出现急性肺损伤的情况，并根据（NCI-CTC）诊断分级标

准加以记录。多因素回归分析物理计划参数、血液学指标与急性肺损伤分级的相关性。 

结果  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预定治疗方案，总剂量 48-60Gy/4-8Fx，BED10105Gy。放疗结束 6 个

月内共发生放射性肺炎（急性肺损伤）41 例（总体发生率 63.1％），其中 1、2、3、4 和 5 级分

别为 21 例，13 例，4 例，2 例和 1 例，2 级或 2 级以上的症状性肺损伤发生率为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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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症状性肺炎的发生与血浆 D-二聚体的水平变化存在相关性，特别是在放疗

前 D-二聚体水平在正常范围的患者组内尤其明显；症状性肺炎的严重程度与 MLD、V5 和 V10 无

统计学相关性，而与 V20、V30 存在较为明确的相关性。 

结论  血浆 D-二聚体对于症状性肺炎的发生具有预测价值，其水平变化可领先于影像检查，因此通

过密切检测 D-二聚体浓度并予以干预，有助于降低症状性肺炎的发生率。此外，通过限制 V20 和

V30 有助于控制肺部肿瘤立体定向放疗所致急性肺损伤的严重程度。 

 
 
PJ-029 

在线影像肿瘤追踪管理系统在肺癌放射外科（SABR） 

技术中的应用 

 
李定杰 毛荣虎 贾丽洁 葛 红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8 

 

目的  SABR 有很高的临床控制效果，4D-CT 可以完整采集肿瘤运动范围图像，但是目前 4D-CT 是

通过采集患者体表信号的方式对应人体呼吸过程中的各个时相，间接地追踪肿瘤运动，本研究的目

的是探索一种更加准确的放射治疗中肿瘤运动跟踪方式。 

材料与方法  两组各 10 例进行 SABR 技术的早期肺癌患者，RTOG 0915 协议，瓦里安（Varian）

公司 RPM 方法采集 4D-CT 图像，选择特定时相勾画靶区并设计计划，分别采用非共面常规适形照

射（CRT）技术和无均整器模式容积调强（VMAT-FFF）技术； Varian Truebeam 加速器，治疗

前采用 CBCT 进行肿瘤配准备引导，治疗中采用 Varian 门控系统进行相应时相出束控制。在此基

础上放疗过程中 CRT 技术增加电子射野影像（EPID）电影（cine）模式实时监控肿瘤运动范围，

VMAT-FFF 技术增加 KV 透视模式实时监控肿瘤运动，若治疗中肿瘤运动超出对应时相定义射野范

围，则停止治疗。 

结果  治疗中肿瘤可以较清晰地显示在射野范围内，医生或物理师通过 EPID cine 或 KV 透视方式

观察到肿瘤随呼吸运动状态及运动范围，结合门控系统，及时控制射束。 

结论  本研究的影像肿瘤监控方式可以对当前治疗中呼吸运动管理方式给以改进，以直接可视方式

观察治疗中的肿瘤靶区状态和位置，提高靶区剂量准确度，危及器官受到更好的保护，特别适用于

肺癌的 SABR 技术，达到肿瘤射束跟随，真正进行放射治疗中的实时图像引导。 

 
 
PJ-030 

立体定向放疗技术治疗中央型肺癌的疗效及毒性研究 

 
宋雪 朱向帜 查文武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0 

 

目的  评估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技术（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SBRT ）治疗中央型肺癌患者

的疗效及不良反应。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期间经 SBRT 治疗的 35 例中央型肺癌患者，通过竞

争风险模型评估局部治疗效果，并应用多变量分析评价与局部治疗失败可能相关的因素。同时采用

COX 及 logrank 分析方法分析剂量体积参数与放射性肺炎的关系。 

结果  35 例中央型非小细胞癌或转移癌患者接受 SBRT 治疗，最常用剂量分割模式 60Gy/10F 或

56Gy/7F。中位随访时间为 18.5 个月，1 年和 2 年的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78%及 69%。其中非小细

胞肺癌的 1 年和 2 年的总生存分别为 71%和 60%。治疗病例中发生 3 级以上的不良反应 3 个，发

生率为 8.6%，其中 2 个为肺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 5.7%。3 个患者发生 2 级以上食管毒性，发生

率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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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使用 SBRT 对中央型肺癌进行治疗，患者耐受良好，毒副反应可控，取得了较好的局部控制

率及总生存率，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 

 
 
PJ-031 

早期原发性肝癌立体定向放疗的 10 年生存结果分析 

 
李平 夏廷毅 王颖杰 常冬姝 李宏奇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00142 

 

目的  评价 γ-射线体部立体定向放疗（简称 γ 刀）治疗不能手术早期原发性肝癌的近期疗效、长期

生存结果及预后因素分析。 

方法  2000 年 8 月~2006 年 12 月，采用 γ-射线体部立体定向放疗 52 例不能手术Ⅰ/Ⅱ期原发性肝

癌。其中男性 35 例，女性 17 例；年龄 28 岁～84 岁，中位年龄 60 岁；肝功能分级 Child-Pugh A

级 31 例，B 级 18 例，C 级 3 例；按 UICC 分期，Ⅰ期 10 例，Ⅱ期 42 例；既往有乙肝/丙肝/肝硬

化病史者 42 例；黄疸 1 例，腹水（少量）7 例，肝区痛 8 例；既往已行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

者 11 例。采用 OUR-QGD 型 γ 射线立体定向治疗系统，平静呼吸状态下行增强 CT 扫描，勾画

GTV、PTV 及邻近重要器官，PTV 为 GTV 外扩 1cm，以 50％剂量线覆盖 PTV 100％，70％剂量

线覆盖 GTV 90%以上为计划要求，50%剂量线为处方剂量线，3~5Gy/次，5 次/周，治疗总次数

10-17 次，GTV 边缘总剂量 60-70Gy。完成 γ-刀治疗后 1、3、6 个月行增强 CT、增强 MRI 和/或

PET/CT 检查评价疗效，之后每半年定期随访。近期疗效评价采用 WHO 实体瘤近期疗效评价标

准。放射损伤按 RTOG 急慢性放射损伤标准分级。采用 SPSS17.0 软件统计分析，Kaplan-Meier

计算中位生存期和总生存率、COX 回归模型对预后进行单因素分析。 

结果  原发灶的完全缓解率（CR）46.2％，部分缓解率（PR）34.6％，总有效率（CR + PR）

80.8%。中位生存期 59 个月，1、3、5、8、10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86.4％、59.1％、45.5％、

25.0%和 22.2％。对 9 项可能影响生存率的参数行单因素分析，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TACE

＋γ 刀组对比单 γ 刀组有一定生存优势；GTV 剂量（≥7Gy/f*10f）组对比（5.6Gy/f*10-12f）有一定

生存优势。治疗期间急性胃肠反应Ⅰ~Ⅱ级为 19.2％，未见Ⅲ级及以上反应；骨髓抑制反应Ⅰ级为

21.2％，Ⅱ级为 11.5%，Ⅲ级为 1.9％；治疗期间未见肝功能损害，肝晚期损伤Ⅰ~Ⅱ级为

13.5％，Ⅲ级为 3.8％，未见Ⅳ级及以上副反应。 

结论  γ-射线体部立体定向放疗的剂量学优势在于其靶区外剂量衰减快，而靶区内剂量层层递增，

对早期原发性肝癌可达到根治，延长生存期，而对肝功能损伤小，为早期原发性肝癌患者提供了一

种有效的非手术治疗手段。 

 
 
PJ-032 

立体定向放疗（SBRT）治疗肝脏寡转移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燕 肖江洪 钟仁明 罗婷 童丽平 杨玉琼 陈念永 李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寡转移是恶性肿瘤远处转移的一种中间状态，此时，肿瘤的侵袭能力较小，转移能力也较为

低下，即使有远处转移瘤的出现，其肿瘤数目一般不会超过 5 个，而且对于转移的器官也有较高的

选择性。肝脏寡转移是肿瘤转移的常见部位，是影响患者预后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与其他部位转移

相比较，肝脏寡转移对化疗反应差，生存时间短。随着我院精确放射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对放射

治疗时由于呼吸动度对肝脏及其病灶影响的控制技术的成功实现，立体定向放疗（SBRT）已成功

地应用在肝脏寡转移的治疗中。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探讨 SBRT 在肝脏寡转移患者中的疗效和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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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收集 2011-2013 年在我院确诊为恶性肿瘤肝脏寡转移患者，病理类型包括乳腺癌、肺

癌、头颈部肿瘤和鼻咽癌，病灶数目为 1-5 个，大小 3-8cm，均行 SBRT 放疗，靠近膈肌处受呼吸

动度影响大的病灶联合呼吸门控技术（ABC）减小分次内误差。5cm 以下肿块确定放疗剂量为

48Gy/4f/12Gy,5cm 以上肿块剂量为 56Gy/7f/8Gy,生物有效剂量（BED）>100Gy。采用客观有效

率（RR）和无进展生存期（PFS）来评价近期和远期疗效；评估 SBRT 的严重不良事件和特定不

良事件发生率。  

结果  总共 21 例患者入组， 随访 20 个月，共计 86 处转移灶接受治疗，结果显示对于肝脏寡转移

病灶的客观有效率可达到 80％以上，1 年和 2 年的无进展生存率为 50.3％和 22％。没有出现

SBRT 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如放射性肝炎、放射性消化道出血、放射性溃疡等。  

结论  肿瘤寡转移是生物侵袭性较温和的一段时期,存在于局限性原发灶与广泛性转移之间的过渡阶

段。治疗寡转移状态的关键是局部控制,需要兼顾预防远处转移、治疗隐匿性转移灶、治疗寡转移

灶和全身治疗结束后清除残留癌灶四个方面。SBRT 对寡转移有良好的局部控制效果，是有潜在治

愈可能的治疗方法，且安全性良好。 

 
 
PJ-033 

水替代造影剂在胰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中对十二指肠的影响 

 
吴广银

2,1
 Vivek Verma

1
 Si kong Li

1
 李小波

3,1
 Chi Lin

1
 

1.University of Nebraska Medical Center  

2.河南省人民医院放疗科 

3.福建医科大学协和医院放疗科 

 

目的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BRT）是治疗胰腺癌的有效方法，但由于十二指肠的限量，限制了此技

术的应用推广，既往常规造影剂只用于放疗前定位中，而治疗中，十二指肠体积变化较大，不易掌

握实际的受量。为寻求更好的保持十二指肠体积的方法，本研究用水替代常规造影剂定位及治疗，

观察水替代常规造影剂后，在胰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中对十二指肠体积的影响。 

方法 首先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医学院肿瘤中心放疗科 16

例胰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患者资料（1 组）。16 例患者均经病理证实为胰腺腺癌，年龄：47-84

岁；性别：女性 6 人，男性 10 人；肿瘤位置：胰头部 12 例，胰腺体尾部 4 例；分期：IIA 6 例，

IIB7 例，III 期 1 例，IV 期 2 例；剂量及分割方式：300cGY*10F 2 例，700cGY*5F 11 例，

800cGY*5F 3 例；其中 13 例患者空腹口服 250 毫升清水，15-20 分钟后 CT 定位扫描，将图像传

送至 Eclipse 计划系统，勾画十二指肠并计算体积。其次再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2 年 2 月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医学院肿瘤中心放疗科 40 例常规造影剂的胰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患者资

料（2 组）。40 例患者均经病理证实为胰腺腺癌，年龄：35-87 岁；性别：女性 16 人，男性 24

人；肿瘤均位于胰头部；分期：IIA 1 例，IIB17 例，III 期 22 例；剂量及分割方式：500cGY*5F 9

例，600cGY*5F 4 例，700cGY*5F 13 例，800cGY*5F 14 例；40 例患者常规口服造影剂，15-20

分钟后 CT 定位扫描，将图像传送至 Eclipse 计划系统，勾画十二指肠并计算体积。两组数据用

SAS9.4 统计软件，Mann-Whitney U test 计算并检验。 

结果 13 例水替代常规造影剂患者的十二指肠中位体积为 72.86（44.61~130.90）cm
3， 40 例常规

造影剂患者的十二指肠中位体积为 86.21（50.11~157.89）cm
3， p=0.109，两组比较无统计学差

异。 

结论 胰腺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中，可以应用水替代常规造影剂定位并治疗，计划系统显影明确，

可以勾画十二指肠体积，每日治疗口服同样体积水，重复性高，容易掌握实际的十二指肠受量，有

利于推广胰腺肿癌立体定向放疗开展。但是，因本研究样本量有限，今后需进一步扩大样本，取得

数据后推广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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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034 

SUV 值在立体定向放疗的Ⅰ-Ⅱ期老年 NSCLC 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及意义 

 
李晓霞 刘宁波 赵路军 袁智勇 徐文贵 王平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研究目的  评估立体定向放疗治疗前、治疗后 18F-FDG-PET/CT 的 SUV 摄取值在Ⅰ-Ⅱ期老年

NSCLC 患者中的变化，并分析和预测其与预后的相关性及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天津市肿瘤医院 2006.06 月-2011.06 月期间行立体定向放疗患者 32 例，活检病理及影

像学检查证实Ⅰ-Ⅱ期 NSCLC，给予放疗剂量 45Gy-60Gy（中位剂量 60Gy，分割次数 3-8 次），

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患者治疗前后 PETCT 检查 SUV 值变化，并随访患者预后，评估 SUV 治疗前

后变化与预后相关性。 

结果  32 例患者的中位年龄 76.5 岁（54 岁-85 岁），1 年，2 年，3 年的无进展生存（PFS）及总

生存（OS）分别为 75.0%, 65.6%, 46.7% 和 96.9%, 81.3%, 65.3%。立体定向放疗前、后

SUVmax 的平均值和中位值分别为 11.9, 6.7 和 11.0, 5.9。治疗前、后 SUVmax 差值≤6 患者较差

值大于 6 患者有更长 PF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9)，总生存无统计学差异(p=0.075)。治疗

前、后 SUVmax 差值＞6 患者更易远处转移(p=0.019)，治疗前、后 SUVmax 差值与治疗前

SUVmax 比值≤0.5 患者有更长 PFS (p=0.028)及 OS ( p =0.027)。有效生物剂量（BED）＞132

（中位值）患者有更长 PFS (p=0.007)及 OS( p =0.005)，多因素分析显示 BED＞132 为患者

PFS(p = 0.009)及 OS( p =0.005)的独立预后因子。 

结论  立体定向放疗的 I-Ⅱ期老年 NSCLC 患者，治疗前、后 SUVmax 差值与治疗前 SUVmax 比值

＞0.5 患者有更差预后及远处转移的潜在风险，SUV 值可作为评估立体定向放疗的 I-Ⅱ期老年

NSCLC 患者的预后指标。 

 
 
PJ-035 

功能磁共振成像融合技术应用于 CyberKnife 放射外科的脑功能

保护初步研究 

 
潘隆盛

1
 孙璐

1
 张治中

1
 王金媛

2
 鞠忠建

2
 曲宝林

2
 

1.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2.解放军总医院放射治疗科 

 

目的  探讨功能磁共振成像融合技术应用于颅脑 CyberKnife 放射外科治疗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方法  我们对经选择的 26 例病人进行功能成像扫描和处理，将其融合进显示病变的增强磁共振影像

上，计划中尽量规避重要的结构照射。基于血氧水平依赖功能磁共振成像(BOLD-fMRI)和弥散张量

成像(DTI)的功能神经影像技术与治疗计划融合治疗病人，利用多层面治疗计划系统将病变形态与

功能影像进行标记，照射剂量的分布主要是基于与关键结构区域皮层及皮层下的位置相关联。计算

其照射剂量的变化情况。对自身对照的 2 组病例的剂量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自身对照的 2 组病例，其关键结构显示组的最大照射剂量明显下降，本组病例关键结构照射

剂量平均下降 22.71%，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1。所有病例在治疗过程中均无永久性的放射性

神经功能损害。 

结论  功能神经影像技术比较容易和可靠地融合到定位图像中进行计划优化，这种功能数据的融合

可以有效地减少功能器官剂量照射的危险性，这包括关键结构皮层、皮层下纤维束、重要血管结

构，这种简单地将功能影像融合进放射外科，保证了进一步研究和应用的标准化，减少照射后的副

反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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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036 

射波刀治疗颅内良性肿瘤 136 例疗效分析 

 
岳养军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放疗科 730050 

 

目的  探讨应用射波刀治疗无法接受开颅手术、拒绝行开颅手术、手术残留或复发的颅内良性肿瘤

的近期疗效及放射损伤。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0 月-2016 年 4 月采用射波刀治疗的 136 例颅内良性肿瘤患者，其中垂

体瘤 42 例，脑膜瘤 41 例，神经鞘瘤 22 例，脑血管畸形 10 例，室管膜瘤 5 例，颅咽管瘤 4 例，

松果体瘤 3 例，其它肿瘤 5 例。采用射波刀分 1～7 次治疗，中位 3 次，肿瘤的周边剂量 

16~35Gy，中位剂量 21 Gy；中心剂量 24.5~51Gy，中位剂量 32 Gy。等剂量曲线边缘剂量

78~81%，平均 77.8%，靶区包绕 91.07~98.2% ，平均 95.3%。射波刀治疗同时常规给予甘露

醇、甘油果糖等脱水降颅压、预防脑水肿治疗。 

结果  随访 2~44 月，中位随访时间 22 月，随访率 95.6%(130/136)，失随 4.4%（6/136），肿瘤

消失 11.0%（15/136），肿瘤缩小 56.6%（77/136），肿瘤稳定 25.7% (35/136)，肿瘤进展 6.6%

（9/136）。症状体征好转 70.6%(96/136)，症状体征稳定 12.5%（34/136），症状体征加重 4.4%

（6/136）。毒副反应：面瘫 1 例，11 例出现不同程度的脑水肿、高颅压症状，经给予脱水降颅

压、对症治疗后恢复，放疗后症状体征加重的 6 患者经给予对症治疗后恢复，余无明显放射治疗相

关毒副反应。 

结论  射波刀治疗颅内良性肿瘤初步疗效满意，放射损伤较轻，对无法接受开颅手术、拒绝行开颅

手术、手术残留或复发的颅内良性肿瘤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 

 
 
PJ-037 

射波刀治疗原发性肝癌前 CT 定位技术的探讨 

 
张素静 李玉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射波刀治疗原发性肝癌中 40 层螺旋 CT 定位技术。 

方法 运用 40 层螺旋 CT 对 456 例确诊为原发性肝癌病人进行射波刀治疗前定位扫描。 

结果 456 例原发性肝癌采用 40 层螺旋 CT 定位，经传输至射波刀计划系统验证，5 例不符合扫描

条件，又重新进行扫描，其余均符合射波刀放疗技术扫描条件，并通过射波刀治疗过程及术后疗效

的追踪证实，CT 定位准确、快速，完全符合射波刀治疗的要求。 

结论 CT 定位扫描是射波刀治疗的关键环节之一，定位前常规 CT 扫描，定位时合理选择扫描参数

及扫描计划，呼吸的同步，包全整个病灶及标志点是保证定位成功的重要因素。 

 
 
PJ-038 

射波刀治疗原发性肝癌肺转移瘤 10 例病例临床分析 

 
李欢 孙静 王卉 张弢 孙颖哲 范毓泽 何卫平 段学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2 医院 050000 

 

目的  回顾性分析射波刀（cyberknife, CK）治疗原发性肝癌肺转移瘤的临床结果，评估 CK 治疗肝

癌肺转移瘤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CK 治疗肝癌肺转移患者 10 例（共 22 个病灶），男性 7 例，女性 3 例，年龄为 24～57 岁，

平均年龄为 45 岁。金标跟踪 9 个病灶，肺跟踪 6 个病灶，脊柱追踪 7 个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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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 个月、6 个月、1 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100%、100%、93%。1 年、2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60%、40%。根据肿瘤放射治疗协作组分类，无Ⅲ级及以上毒性。 

结论 射波刀治疗肝癌肺转移瘤是相对安全、有效的，可获得较好的肿瘤控制率，但远期效果还须

进一步观察及随访。 

 
 
PJ-039 

肝细胞癌患者接受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临床疗效观察 

 
张弢 孙静 何卫平 朴俊杰 李欢 张军华 徐慧军 王卉 孙颖哲 段学章 

解放军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评价肝细胞癌患者接受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2011 年 3 月至 2012 年 12 月期间，不适合或拒绝手术的 37 例直径小于 5cm 的肝细胞癌患者

接受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射波刀）。肿瘤中位直径为 2.1cm（1.1cm～5.0cm），射波刀治疗剂

量：总剂量 35Gy～60Gy/3 次～5 次，连续治疗 3d～6d。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36 个月。37 例患者中，完全缓解（CR）19 例，部分缓解（PR）13 例，稳定

（SD)4 例，疾病进展（PD)1 例，治疗近期有效率（CR+PR)86.48%。1 年、2 年和 3 年生存率分

别为 94.59%、81.08%和 70.27%。1 年、2 年和 3 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94.59%、91.89%和

89.19%。毒性反应主要表现为Ⅰ级～Ⅱ级事件。 

结论 射波刀治疗小肝癌是安全、有效的，具有较高的局部控制率、生存率和低毒性反应，可以作

为不适合手术治疗的小肝癌的替代治疗。 

 
 
PJ-040 

射波刀治疗原发性肝癌合并梗阻性黄疸 11 例疗效观察 

 
范毓泽 孙静 李欢 王卉 孙颖哲 段学章 

解放军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评价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技术（射波刀）治疗肝癌合并梗阻性黄疸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方法  对 11 例肝癌合并梗阻性黄疸的患者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技术。单次分割剂量 5~7Gy，照射

次数为 7-10 次，肿瘤计划靶区（PTV）剂量 48-50Gy，连续照射。其中 2 例 TBIL>300umol/L 的

患者在放疗前联合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PTCD）或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进行治

疗。  

结果  随访 12-28 个月，治疗结束后 12 个月肿瘤局控率为 81.8%，临床获益率为 81.8%，12 个月

生存率为 81.8%。且 TBIL、ALT、ALP 和 GGT 等相关临床指标明显改善。 

结论  射波刀治疗肝癌合并梗阻性黄疸，肿瘤局控率高，胆红素下降明显，疗效确切，不良反应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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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01 

局部血管紧张素 II 介导乏氧鼻咽癌细胞辐射抵抗的功能及 

机制研究 

 
谢国柱 刘颖 林颉 袁亚维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研究乏氧诱导的血管紧张素 II 介导鼻咽癌细胞辐射抵抗的功能及潜在机制。 

方法 ELISA 检测不同氧条件下鼻咽癌 CNE2 细胞培养上清中血管紧张素素 II（Ang II）的水平，免

疫荧光分析小鼠移植瘤内血管紧张素 II 表达的分布与乏氧区域的关系，检测 Ang II 信号对 CNE2

细胞 HIF-1α 表达及辐射抵抗的影响。 

结果 乏氧诱导鼻咽癌 CNE2 细胞生成血管紧张素 II，体内移植瘤内观察到血管紧张素 II 主要分布

于哌莫硝唑及乏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表达阳性的区域；在体外，血管紧张素 II 以剂量依赖的

方式诱导 CNE2 细胞表达 HIF-1α 蛋白,而 Ang II 信号的阻断抑制了乏氧 CNE2 细胞中 HIF-1α 的表

达而且降低了乏氧 CNE2 细胞的辐射抵抗能力。 

结论 乏氧诱导鼻咽癌细胞生成 Ang II 促进了乏氧肿瘤细胞的辐射抵抗，这种作用可能与其促进

HIF-1α 蛋白的表达有关。 

 
 
PK-002 

洛铂对喉癌细胞系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及其初步机制的实验研究 

 
丁思娟 唐朝晖 

湖南省永州市人民医院 425000 

 

目的  探讨洛铂对喉癌细胞系（Hep-2 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并初步探讨其初步机制。 

方法 设空白组、低浓度洛铂组、高浓度洛铂组、空白+照射组、低浓度洛铂+照射组、高浓度洛铂+

照射组，单次照射 6Gy，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及 RT-PCR 检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

平并半定量 VEGF 以初步探讨机制。最后将所有数据均放入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或者百分比表示，比较采用 x2 检

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洛铂对喉癌 Hep-2 细胞系的生长有抑制作用。PBS 组、低浓度洛铂组、高浓度洛铂组细胞的

D0 值分别为 1.92、1.22、0.90Gy，Dq 值分别为 1.96、1.21、1.00Gy，α 值分别为 0.103、

0.162、0.528（Gy-1）和 β 值分别为 0.102、0.245、0.516（Gy-2）。空白组、低浓度洛铂组、高

浓度洛铂组、空白+照射组、低浓度洛铂+照射组、高浓度洛铂+照射组的细胞凋亡率分别为

1.30%、1.24%、2.16%、2.58%、2.86%、5.02%。 

结论 洛铂对人喉癌细胞有放射增敏作用，其机制可能和促进细胞凋亡有关。 

 
 
PK-003 

EGFR 抑制剂 HS-10182 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放疗敏感性的影响及

其分子机制研究 

 
王优优 陈扬 刘宁波 赵路军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 300060 

 

目的  HS-10182 是第二代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讨

HS-10182 增加非小细胞肺癌放疗敏感性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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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我们选取 EGFR 野生型(WT)A549 和 L858R/ T790M 双突变 H1975 两种非小细胞肺癌细胞进

行实验，MTS 试验测定细胞活性。克隆形成实验测定两种细胞的放疗敏感性。将这两种细胞分别

分成四组：对照组；单纯 HS-10182 加药组；单纯放疗组；放疗联合 HS-10182 组；用

Westernblots 检测不同处理组 P-EGFR，P-ATK，DNA-pKcs 蛋白的表达。免疫荧光观察细胞核中

γ-H2AX 表达。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比例，以及 Western blots 检测凋亡相关蛋白 Cleaved-

Caspase-3, -6, -8 和 Cleaved -PARP。并建立裸鼠移植瘤模型，分析不同治疗方法对肿瘤生长的

影响。 

结果  克隆形成实验显示 HS-10182 可显著增加 H1975 细胞的放疗敏感性(DERs = 2.36 

[p<0.05])；不能增加 A549 细胞的放疗敏感性(DERs =1.43 [p>0.05])。Western blot、流式、免疫

荧光实验揭示放疗联合 HS-10182 会增加 H1975 细胞在放疗作用下的 DNA 损伤以及凋亡的发生比

例。体内实验显示,放疗联合 HS-10182 组肿瘤的生长显著受到抑制。 

结论  HS-10182 可增加具有 T790M 突变的 H1975 细胞的放疗敏感性。其机制可能是通过增加放

疗诱导的细胞凋亡及 DNA 损伤，延缓 DNA 的损伤修复实现的。HS-10182 有望成为具有 T790M

突变的 NSCLC 患者的放疗增敏剂应用到临床上。 

 
 
PK-004 

5Gy×5 次低分割放疗模式对直肠癌免疫微环境影响的研究 

 
舒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背景和目的  近年来，低分割放疗在临床上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相比于常规分割放疗，其不仅

可以提高肿瘤局部控制率，还可以缩短治疗时间。基础试验中采用的放疗模式多为单次大剂量照

射，这与临床中常用的低分割放疗剂量模式存在差异，其相应的免疫效应可能也存在差异。目前尚

缺乏探索临床中作为 II、III 期直肠癌术前放疗标准模式之一的 5Gy×5 次对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影响

的相关研究。 

方法 我们构建 CT26 直肠癌动物模型，行 5Gy×5 次的低分割放疗，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肿瘤组织

中免疫细胞数量的变化。在 CT26 直肠癌小鼠模型中，采用免疫组化和 Western blot 检测放疗前后

肿瘤组织中 MICA、PD-L1、p-STAT1、p-STAT3、Gal-1 的表达。在 HCT116、RKO、SW480、

174T、DLD-1 五种人源性结直肠癌细胞株中分别行 5Gy×3 次和 5Gy×5 次的放疗，采用 Western 

blot 检测放疗前后肿瘤细胞内 p-STAT1、p-STAT3、Gal-1、MHC-I 的变化情况。最后，收集接受

术前 5Gy×5 次低分割放疗的直肠癌病人放疗前后的血液标本和手术标本；以及未行术前放疗的直

肠癌患者的手术标本。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血液中 T 淋巴细胞数量以及肿瘤组织中 T 淋巴细胞和

NK 细胞的数量，采用免疫荧光检测肿瘤组织中 CD8+T 淋巴细胞的浸润。 

结果 在 CT26 直肠癌模型中，5Gy×5 次的低分割放疗促进肿瘤组织中 CD4+T 淋巴细胞和 CD8+T

淋巴细胞的浸润（P＜0.05），但对 MDSC 细胞、DC 细胞数量无影响（P＞0.05）。在细胞因子

水平，5Gy×5 次的低分割放疗促进肿瘤组织中 p-STAT1、MICA、KIR 的表达，下调 p-STAT3 和

Gal-1 的表达，而对 PD-L1 的表达无影响。临床标本分析显示，患者血液中 T 淋巴细胞的数量在放

疗前后未发生明显变化（P＞0.05）；而放疗组肿瘤组织中 T 淋巴细胞的数量明显高于未放疗组

（P＜0.05），但 NK 细胞的数量低于未放疗组（P＜0.05）。 

结论  5Gy×5 次低分割放疗能够促进肿瘤局部 CD4+T 淋巴细胞和 CD8+T 淋巴细胞的浸润；并通过

上调 p-STAT1，下调 p-STAT3，上调 MICA，增强 T 淋巴细胞的抗肿瘤作用；还通过下调肿瘤局

部 Gal-1，减少 T 淋巴细胞的凋亡；虽然增加 KIRs 的表达，对 NK 细胞的功能有抑制作用，但总

体而言发挥了增强抗肿瘤免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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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05 

慢病毒介导的沉默泛素连接酶 RNF2 的表达对食管癌细胞照射后

细胞周期、凋亡、迁移的影响 

 
刘志坤

1
 王璇

1
 张魏丽

1
 杨兴肖

1
 苏景伟

1
 祝淑钗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2.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利用 RNA 干扰技术抑制人食管癌细胞中 RNF2 基因表达，观察其对细胞增殖活性、迁移能

力、凋亡和细胞周期的影响。方法 （1）RT-PCR 检测 RNF2 mRNA 水平表达，MTT 法检测

ECA109 食管癌细胞细胞增殖；western blotting 检测 ECA109-R 组细胞中 RNF2 蛋白表达的变

化；FCM 检测 6Gy 照射后不同时间细胞周期和凋亡的变化。Transwell 侵袭小室模型检测转染细胞

迁移能力。 

结果 （1）照射组食管癌细胞中 RNF2 在 mRNA 水平和蛋白表达水平均明显增加，且随着照射剂

量的增加，RNF2 表达水平逐渐增加。2）各剂量组食管癌细胞的增殖水平在照射后不同时间点均

明显降低(p<0.01)；随着时间的延长，ECA109 组和 ECA109-N 组细胞增殖活性逐渐增加。（3）

ECA109-R 组细胞中 BMI1、RNF2 蛋白表达水平较 ECA109 组和 ECA109-N 组细胞明显降低

（p<0.01），ECA109 组与 ECA109-N 组细胞相比，未见明显差异。（4）照射后 ECA109-R 组穿

膜细胞数明显低于 ECA109 组和 ECA109-N 组。ECA109 组和 ECA109-N 组，穿膜细胞数未见明

显差异（p>0.05）。此外，ECA109-R 组穿膜细胞数均低于相应未照射组，但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

（p>0.05）。（5）未照射组的 ECA109、ECA109-N、ECA109-R 细胞中细胞周期比例均未见明

显变化（p>0.05）；6Gy 放射线照射后实验组 G0/G1 期的比例均明显低于相应未照射组

（p<0.01），且 ECA109-R 组处于 G0/G1 期的比例均明显高于照射后的 ECA109 组和 ECA109-N

组（p<0.05）；6Gy 放射线照射后各实验组处于 G2/M 期的比例明显高于相应未照射组

（p<0.01），且 ECA109-R 组处于 G2/M 期的比例均明显低于照射后的 ECA109 组和 ECA109-N

组（p<0.05）。（6）6Gy 放射线照射后各组 ECA109 细胞凋亡率均较相应未照射组明显增加

（p<0.05）。 

结论 采用 RNA 干扰技术降低食管癌细胞中 RNF2 的表达，降低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能力，解除照射

后 G2/M 期阻滞，促进细胞凋，增加放射敏感性。 

 
 
PK-006 

碳离子束和 X 射线对头颈部鳞癌患者和健康人离体外周血 T 淋巴

细胞亚群影响对比 I 研究 

 
高力英 冉俊涛 郭浩男 王涛 张明 郭红云 张红 李瑾 

甘肃省肿瘤医院 730050 

 

目的  通过对碳离子束和 X 射线对健康人与头颈部恶性肿瘤患者离体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影响的

对比研究，了解不同射线、不同放射治疗剂量对健康人和恶性肿瘤患者离体血 T 细胞亚群分布的差

异。 

方法 在采血后 8 小时内分别行 6MVX 线 1Gy、2Gy 照射及 12+C 离子束 1GyE、2GyE 照射；应用

美国 BD 公司的四色荧光标记抗人 CD 分子单克隆抗体和 FACSVerse 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淋

巴细胞亚群。 

结果 各 T 淋巴细胞亚群 CD3 +, CD4 +, CD8 +, NKcells, B cells and CD4 + / CD8 + 无显著差异

（P>0.05），但是 CD4+/CD8+碳离子束 12+C 照射组 1GyE 、2GyE 组，在健康人离体血中下降

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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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健康人和头颈部鳞癌患者的离体外周血行 6MVX 线 1Gy、2Gy 照射及 12+C 离子束

1GyE、2GyE 照射，两种射线对 T 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无明显差异，健康人和头颈部鳞癌患者间

也无明显差异。结果对临床中放射治疗放射方法的选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PK-007 

MiR-221 在调节胃癌放射敏感性中的作用 

 
李桂超 Yun Deng Yongxin Wu Liping Liang Zhen Zhang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为评价 miR-221 在调节胃癌放射敏感性中的作用并探索其潜在机制，同时评价

作为预测放射敏感性的生物标记的潜在可能。 

方法  取８例初始评估不可切除的局部进展期胃腺癌患者肿瘤标本，进行 micro-RNA 芯片检测。这

些患者标本来自本中心的一项同期放化疗的ＩＩ期临床研究（NCT02024217）。人胃癌细胞系

MGC-803 和 MKN28 用于体外（细胞培养）实验。分别采用 miR-221 类似物和其抗体进行细胞转

染，进行报告基因分析鉴定研究 miR-221 与胃癌放射敏感性的关系，并确定其靶基因。 

结果  相对于放射敏感的的肿瘤组织和细胞而言，在对放射抵抗的肿瘤组织及细胞中 miR-221 高表

达。并且 miR-221 可以负性调节 PTEN 的表达。MiR-221 可以促进胃癌放射抵抗的作用在细胞培

养模型中得到验证。Mi-221 通过靶向 PTEN 基因的 3'-UTR 实现其放射抵抗效应。 

结论  MiR-221 的表达水平可以作为判断胃癌放射敏感性的生物标记，靶向 miR-221 可以作为调节

胃癌放射敏感性的新措施。 

 
 
PK-008 

局晚宫颈鳞状细胞癌放疗后复发、淋巴结转移与血清 VEGF-C、D

水平变化多因素分析 

 
杨杰 张泽高 普拉提.努尔别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 830001 

 

目的  探讨局晚宫颈鳞状细胞癌血清 VEGF-C、D 亚型水平与淋巴结转移及放疗后淋巴结复发的相

关性。 

方法  纳入 2013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住院的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 100 例，采集血液标本，行根治

性放化疗，并进行 1 年期随访，ELISA 法检测血清 VEGF-C、D 亚型水平，分析治疗前 VEGF-C、

D 与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以及治疗后 VEGF-C、D 与淋巴结复发或转移的相关性。 

结果  治疗前无淋巴结转移 58 例，一级淋巴结转移 31 例，二级淋巴结转移 11 例，血清 VEGF-C

水平分别为（136.93±68.56）pg/ml，（147.77±76.43）pg/ml，（258.72±98.71）pg/ml，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F=12.45，p=0.001）；血清 VEGF-D 分别为（2237.41±472.38）pg/ml，

（2163.43±498.26）pg/ml，（2282.31±509.76）pg/m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339，

p=0.71）。治疗后 1 年随访，患者全部存活，11 例出现盆腔淋巴结复发，余 89 例未出现淋巴结复

发，2 组患者在治疗前血清 VEGF-C 分别为（251.33±121.39）pg/ml，（141.62±73.31）pg/ml，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24，p=0.001），在治疗后 VEGF-C 分别为（327.91±73.12）pg/ml，

（153.31±49.38）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45，p<0.001）；而 VEGF-D 在治疗前后均无

统计学差异。 

结论  血清 VEGF-C 水平与宫颈癌淋巴结转移明显相关，测定其血清含量有助于宫颈癌治疗前阳性

淋巴结的辅助诊断，以及放疗后淋巴结复发的判定。而 VEGF-D 水平与淋巴结转移无明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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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09 

蛋白激酶 CK2 抑制剂通过作用于内皮细胞影响肺癌放射敏感性及

其机制研究 

 
李倩雯 孟睿 伍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3 

 

 

目的  放射治疗是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主要治疗方法，然而肺癌细胞对放射线照射存在的放射

抵抗现象使寻找放射增敏方法、应用放射增敏剂成为了提高放射治疗效果的重要手段。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放射生物学者发现肿瘤微环境的改变对放疗疗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其中内皮细胞的作

用更为关键。蛋白激酶 CK2 是一种在真核细胞中普遍存在的、高度保守的、信使非依赖性丝氨酸/

苏氨酸蛋白激酶。其可磷酸化的底物多达 300 多种，这些底物在细胞增殖、分化、调亡及生物节律

的调节等方面起重要作用。本实验主要探讨 X 线照射对内皮细胞 CK2 表达亚定位的影响以及使用

蛋白激酶 CK2 抑制剂抑制内皮细胞 CK2 活性后对其共培养肺癌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 

方法  通过 Western blot 法检测内皮细胞中蛋白激酶 CK2α，α‘以及 β 亚基的表达情况。通过免疫

荧光法观察 X 线照射后不同时间蛋白激酶 CK2 各亚基在内皮细胞中亚定位的改变。使用经 CK2 抑

制剂和 X 线照射共处理的内皮细胞上清，作用于 X 线照射后的人肺腺癌细胞 A549，CCK8 法检测

对其细胞活力的影响。 

结果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内皮细胞中 CK2α、α‘均有表达，其中 CK2α 亚基表达较高，而 CK2β

亚基未见明显表达。免疫荧光发现内皮细胞中 CK2α、α‘和 β 亚基在细胞核与细胞质中均有表达，

照射后细胞核内表达均增多，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少。CCK8 结果显示，使用 CK2 抑制剂预处理的

内皮细胞上清作用于 A549 细胞与普通上清作用相比细胞活力明显抑制，而 X 线照射后的内皮细胞

上清作用于给予 X 线照射后的 A549 细胞可使其细胞活力增高，CK2 抑制剂与 X 线照射联合作用

组与 X 线照射组相比又可抑制细胞活力的增高。 

结论  X 线照射使内皮细胞 CK2 各亚基细胞河内表达增多。抑制内皮细胞 CK2 活性后可能影响肿

瘤微环境，从而影响肺癌细胞放射敏感性。 

 
 
PK-010 

常山酮抑制放疗导致肺癌细胞上皮间质转化的机制研究 

 
陈扬 刘维帅 王鹏 刘宁波 赵路军 王平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 300060 

 

目的  探讨常山酮对放疗所致的 Lewis 肺癌细胞及移植瘤上皮间质转化（EMT）的抑制作用，并探

索其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  分别进行体内实验和体外实验，并建立小鼠移植瘤模型，实验分为空白对照组(NC)；常山酮

组（HF）；放疗组(RT)；放疗联合常山酮组(RT+HF)；放疗联合 TGF-β 通路抑制剂 SB431542 组

(RT+SB)。检测不同处理组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变化。分别从 RNA 和蛋白的水平应用免疫组

化、免疫荧光、Western Blot、RT-PCR、ELISA 技术检测不同处理组 EMT 标志物的变化及 TGF-

β 信号传导通路的变化。 

结果  细胞免疫荧光显示：HF 组较 NC 组及两联合组较 RT 组 Cytokeratin 表达增加，Vimentin 表

达减少。Western Blot 显示：HF 组较 NC 组及两联合组较 RT 组 p-Smad2 表达降低，Smad6 表达

升高。RT 组 E-cadherin 表达降低、N-cadherin、Vimentin 表达升高；两联合组较 RT 组 E-

cadherin 表达升高，N-cadherin、Vimentin 表达降低。RT-PCR 检测 Twist 和 Snail 基因表达水

平：RT 组较 NC 组明显升高；HF 组较 NC 组明显降低；RT+HF 及 RT+SB 组较 RT 组降低。细胞

划痕及 Transwell 侵袭转移实验显示：RT 组较 NC 组，细胞侵袭和迁移的能力增强，两联合组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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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组细胞侵袭和迁移的能力明显下降。ELISA 显示：RT 组 TGF-β 水平最高，HF 组 TGF-β 水平

最低，两联合组 TGF-β 水平均明显少于 NC 组和 RT 组。免疫组化显示：RT 组 E-cadherin 表达降

低、N-cadherin 表达升高；两联合组较 RT 组 E-cadherin 表达均升高，N-cadherin 表达均降低。

RT 组肿瘤组织 TGF-β1 呈阳性表达，其余各组 TGF-β1 均低表达。 

结论  放疗可能是通过激活 TGF-β 信号传导通路引起 EMT 的发生；常山酮可以抑制放疗所致的肿

瘤细胞及移植瘤 EMT，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 TGF-β 信号通路实现的。 

 
 
PK-011 

PAK1 is required to induc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promoted radioresistance in 

microenvironmental hypoxia in colorectal cancer 
 

王中秋 袁智勇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 300060 

 

Aim We aim to investigate whether PAK1 affects HIF-1α and promotes EMT in colorectal cancer 
(CRC) upon hypoxia, and thereby leads to radioresistance. 
Methods Gene expressions were determined by WB. Survival was by apoptosis assay.  
Results Upon hypoxia, CRC cells showed increased PAK1 and HIF-1α and induced EMT. Snail 
was activated. E-cadherin decreased while vimentin increased. Depleted PAK1 abolished EMT 
and attenuated cell survival, and vice versa. These promoted effects were partially abrogated by 
silenced Snail, inactivated P65 or reduced HIF-1α. PAK1 modulated Snail by activating P65, 
which directly bound to the promoter region of Snail by CHIP assay.  
Conclusion  In anoxic tumor microenvironment, PAK1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RC cell 
survival and invasion in synergy with HIF-1α through EMT. Snail activation via P65 signaling 
provides potential mechanism. PAK1 is related to radioresistance, and represent a potential 
strategy for PAK1 inhibitor as radiosensitizer in CRC treatment. 
 
 
PK-012 

FTO 基因过表达与宫颈鳞癌细胞放化疗敏感性关系的研究 

 
周舜 王艳阳 张翠影 折虹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750004 

 

背景 脂肪量与肥胖相关基因（Fat mass and obesity associated，FTO）是近年来确定的肥胖相关

遗传因子，它影响身体质量指数，参与调控肥胖、2 型糖尿病的发生，同时还参与调控 mRNA 去甲

基化，影响恶性肿瘤的易感性及其发生发展。目前 FTO 基因表达是否影响宫颈鳞癌放化疗敏感性

尚未清楚。 

目的 探讨 FTO 基因过表达对宫颈鳞癌细胞放化疗敏感性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其机制。 

方法 1、使用慢病毒感染技术上调宫颈鳞癌 SiHa 细胞中 FTO 基因表达，获得 FTO 基因过表达稳

定株，采用 RT-PCR 技术检测感染后 FTO mRNA 表达含量；2、使用 MTT 实验及克隆形成实验检

测感染前后两株细胞放化疗敏感性的改变；3、使用裸鼠皮下成瘤实验观察前后两株细胞体内生长

状况及体内放化疗敏感性变化。4、使用 RT-PCR 技术及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前后两株细胞切除

修复交叉互补基因（Excision repair cross-complementing group 1 ，ERCC1）及上皮间质转化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s, EMT) 通路相关蛋白表达含量是否发生改变。  

结果 1、获得 SiHa 宫颈鳞癌 FTO 过表达稳定细胞株，慢病毒感染后 FTO 基因表达含量上升，RT-

PCR 结果分别为 1.004 ± 0.05065，34.80 ± 2.386 ,N=4, P<0.0001；2、放化疗干预后，细胞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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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实验及 MTT 实验结果显示感染前后细胞其存活率改变，结果分别为 57.47%、67.32%，

N=9，P=0.0011；3、裸鼠皮下成瘤实验显示，FTO 过表达细胞对比感染前细胞成瘤速度减缓且放

化疗敏感性降低。4、RT-PCR 结果显示感染前后两细胞株 ERCC1 mRNA 含量无统计学差异

（1.020±0.1088，1.285±1.1686，N=4，P=0.2344）；Wester Blot 结果显示感染前后两株细胞

ERCC1 蛋白表达量无统计学差异，但 β-catenin 蛋白含量明显上升。 

结论 1、FTO 基因过表达增加了宫颈鳞癌 SiHa 细胞的放化疗抵抗性；2、FTO 基因过表达与

ERCC1 基因表达无相关性，与 β-catenin 蛋白表达有正相关性；综上所述，FTO 过表达降低了宫

颈鳞癌细胞的放化疗敏感性，且机制可能与 β-catenin 相关通路有关。 

 
 
PK-013 

抑制非小细胞肺癌 PD-L1 表达减轻放疗所致免疫逃逸的研究 

 
宫晓梅

1
 周彩存

2
 谢惠康

3
 梁世雄

1
 

1.上海市肺科医院放疗科 

2.上海市肺科医院肿瘤科 

3.上海市肺科医院病理科 

 

目的 研究 PD-1/PD-L1 信号通路在非小细胞肺癌放疗抵抗中的作用，探讨 si-RNA 干扰 PD-L1 联合

放疗对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作用。  

方法 常规分割方法诱导放疗抗拒的 A549 细胞株（简称 A549/X），克隆形成法验证 A549/X 细胞

株的放疗抵抗性。Western-blot 检测不同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的 PD-L1 表达量；克隆形成法检测

2Gy 放疗后不同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的存活分数，找出 PD-L1 表达量和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放疗

疗效的关系。Western-blot 法检测常规分割和大分割放疗下对非小细胞肺癌 A549 细胞株 PD-L1 表

达的影响。免疫组化法检测常规分割放疗后，荷瘤鼠体内肿瘤细胞表面的 PD-L1 表达量，检测肿

瘤微环境中的 TILs 和免疫负性调节细胞 iTregs。凋亡率检测 Si-RNA 干扰 PD-L1 后，放疗抵抗的

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 A549/X 的放疗疗效。 

结果 诱导成功的放疗抵抗性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 A549/X 再次放疗后存活率高。不同非小细胞肺癌

细胞株的 PD-L1 表达量不同，A549/X(放疗抵抗)高于 A549，PC9/R（靶向耐药）高于 PC9；

A549 高于 PC9。A549X，A549，PC9/R，PC9 接受 2Gy 放疗后的存活分数分别为：90%，

70%，88%，55% (p<0.05)。常规分割放疗后，A549，PC9 细胞株在 6Gy 时 PD-L1 上调，

A549/X，PC9/R 的 PD-L1 变化不明显；而大分割放疗后，A549，PC9，A549/X 和 PC9/R 细胞株

的 PD-L1 表达量变化不明显。常规放疗后，荷瘤鼠肿瘤细胞的 PD-L1 上调，肿瘤微环境中的

CD8
+的 T 细胞耗竭，对免疫系统有抑制作用的免疫调节性细胞 iTregs 升高。常规分割 6Gy 放疗

后，A549/X，A549-siRNA 干扰 PD-L1，A549/X-siRNA 干扰 PD-L1 联合放疗的凋亡率分别为：

0.4%，26%，57.5% (p<0.01)。 

结论 诱导的 A549/X 对放射线有抵抗性。PD-L1 表达量高的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放疗疗效差。常规

放疗较大分割放疗更容易引起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的 PD-L1 上调，PD-L1 上调后放疗疗效差，这

与 PD-L1 高表达后引起的免疫逃逸有关系。Si-RNA 干扰 PD-L1 表达后，放疗疗效恢复，为临床上

抗 PD-L1 抗体联合放疗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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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14 

Musashi1 基因表达对人结肠癌 HCT116 细胞放射增敏作用及 

其机制的研究 

 
丁博月 韩春 高超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研究沉默结直肠癌肿瘤干细胞标志物 Musashi1（Msi1）对人结肠癌 HCT116 细胞放射敏感性

的影响，以期为放疗提供新的增敏靶点。 

方法 用慢病毒载体建立 Msi1 低表达的稳转细胞株及阴性对照细胞株，将细胞分为沉默组，空白组

和阴性对照组，通过克隆实验、MTS 实验、流式细胞技术检测其放射敏感性。 

结果 ⑴通过克隆形成实验，根据单击多靶模型拟合生存曲线，沉默组的放射增敏比均大于 1，放射

参数 D0、Dq、N、SF2 值分别为 1.55、0.88、1.76、0.43，低于空白组和阴性对照组。 ⑵MTS

实验中 8Gy 照射后，沉默组的增殖抑制率（24h 为 18.290±1.887，48h 为 26.541±1.807，72h 为

34.903±2.993）始终高于空白组和阴性对照组（24h 为 15.194±3.041 和 14.654±2.085，48h 为

20.542±1.973 和 20.348±3.350，72h 为 26.193±3.341 和 23.764±5.092），P<0.05，并且呈现时

间依赖性，后两组之间未见统计学差异。 ⑶细胞凋亡实验中，未照射时沉默组细胞凋亡比例（24h

为 7.842±0.413，48h 为 7.868±0.492，72h 为 7.898±0.581）高于空白组和阴性对照组（24h 为

3.357±0.744 和 3.248±0.416，48h 为 3.393±0.830 和 3.327±0.461，72h 为 3.430±0.436 和

3.453±0.517），P<0.001。8Gy 照射后沉默组凋亡比例（24h 为 10.473±0.821，48h 为

27.670±0.577，72h 为 36.922±1.829）始终高于空白组和阴性对照组（24h 为 5.852±0.635 和

5.372±0.296，48h 为 15.520±0.729 和 14.613±0.890，72h 为 21.103±1.094 和

21.297±1.225），P<0.001。 ⑷细胞周期实验中，12Gy 照射后，沉默组细胞周期中 G2/M 期比例

（26.233±3.200）显著低于空白组和阴性对照组（61.700±1.587 和 62.767±6.838），P<0.001。 

结论 降低 Musashi1 的表达对人结肠癌 HCT116 细胞有放射增敏作用，可能系通过促进其凋亡，

解除 G2/M 期阻滞而发挥作用，沉默 Musashi1 表达有望成为新的增敏靶点。 

 
 
PK-015 

电离辐射对大鼠海马区神经发生及 TrkA 和 TrkB 表达的影响 

 
吴昊昊 丁昕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1 

 

目的 探讨电离辐射对大鼠海马区神经发生以及 TrkA、TrkB 表达的影响。 

方法 56 只 21 天龄雄性 SD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照射组（23 只）和健康对照组（23 只），经

3.6﹪水合氯醛腹腔注射麻醉后，照射组给予单次 10Gy 全脑照射。分别于照后 1 天、3 天、2 周以

及 1 月取海马组织，应用免疫荧光染色观察神经元增殖变化，Golgi 染色观察海马树突棘形态变

化,Westerm-Blot 及 Q-PCR 分别检测 TrkA、TrkB 蛋白及 RNA 水平变化情况。 

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免疫荧光染色显示照射组 DCX 数量明显减少（t=6.49,P<0.05）。照射组

海马树突棘明显减少，且树突棘的形态变化明显。与健康对照组相比，照射组 TrkA 蛋白表达明显

升高（t=27.41，P<0.05）,而 TrkB 的表达则显著下降（t=7.525，P<0.05）；TrkA mRNA 水平表

达明显升高（t=7.327，P<0.05），TrkB 的表达显著下降（t=5.128，P<0.05）。 

结论 作为 NGF、BDNF 重要的下游信号通路分子，全脑照射后 TrkA、TrkB 的表达变化，可能在

电离辐射所致海马神经发生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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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16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受体通过 PI3K/Akt/mTOR 介导的自噬促进

乏氧条件下的细胞生存 

 
刘琦

1
 乐紫妤

2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正常组织受照射后常常引起组织乏氧。乏氧是组织损伤情况下组织微环境的特征性改变之

一，与应急状态下组织损伤和细胞存活有关。研究证明，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是组织损

伤及细胞凋亡的保护因子。乏氧是 IGF 系统的调节因素，然而 IGF 受体（IGF-1R）在乏氧诱导的

细胞损伤中的作用机制上尚不完全清楚。 

材料与方法 构建了敲除和过表达 IGF-1R 的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R-和 R+ 细胞)。在乏氧环境下分

别检测其凋亡水平，自噬水平及 ROS 产生水平。运用自噬抑制剂 3MA 检测自噬水平对 ROS 产生

及细胞凋亡的影响。运用 Western Blot 检测 PI3K/Akt/mTOR 通路在乏氧条件下的改变以及和凋

亡、自噬的关系。 

结果 研究发现，乏氧环境可诱导细胞凋亡的发生，促进细胞自噬及 ROS 的产生，以上变化都具有

时间依赖性。乏氧状态下，IGF-1R 过表达成纤维细胞相对于 IGF-1R 敲除的成纤维细胞具有较低

的细胞凋亡比率，较低的 ROS 产生水平及较高的细胞自噬水平。通过抑制自噬水平可提高细胞内

ROS 的产生水平，进而提高细胞凋亡比率。另外，IGF-1R 可抑制 PI3K/Akt/mTOR 信号通路，同

时提高自噬相关蛋白的表达。运用 PI3K 抑制剂 LY294002 进一步证实 PI3K/Akt/mTOR 通路与自

噬水平负相关。 

结论 综合以上，IGF-1R 可通过抑制 PI3K/Akt/mTOR 信号通路提高细胞自噬，进而清除细胞

ROS，促进乏氧环境下的细胞生存。 

 
 
PK-017 

miR-146a 调控 TLR4 信号通路在肝星状细胞诱导的放射性性肝损

伤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 

 
沈筱芸 陈宇翰 董银英 吴志峰 曾昭冲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疗科 200032 

 

目的  研究 miR-146a 调控 TLR4 信号通路在肝星状细胞诱导的放射性性肝损伤中的作用及其分子

机制。 

方法  对 19 例肝癌患者放疗后术后切除的肝石蜡组织标本的癌旁组织进行放射性肝损伤评分；通过

预测软件及文献报道筛选出 10 个直接或间接靶向调控 TLR4 的 miRNAs，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

法检测石蜡标本 miRNAs 的表达，明确与放射性肝损伤最具相关性的 miRNA；采用细胞免疫荧光

及 Western blotting 检测石蜡样本及放疗后肝星状细胞株 LX-2 中 TLR4 及其活化标志?-SMA 的表

达；通过体外共培养实验观察放疗活化或过表达 miR-146a 的 LX-2 细胞对放射诱导的 HL-7702 正

常肝细胞株损伤的影响，采用 AO/EB 染色法和流式细胞术检测 HL-7702 凋亡情况; 通过 PCRArray

检测放疗前后 LX-2 细胞炎症相关因子基因表达变化，并用 ELISA 法检测差异表达的炎症因子含

量。 

结果  放射性肝损伤程度越高，TLR4 表达量越高，与损伤程度呈显著正相关性，而 miR-146a 表达

量则与损伤程度成显著的负相关性。与未照射组相比，放疗后 LX-2 细胞的 α-SMA 和 TLR4 表达均

显著增高；与放疗活化的 LX-2 共培养后，放射诱导的 HL-7702 凋亡率比对照组明显增高，而与过

表达 miR-146a 的 LX-2 共培养后，放射诱导的 HL-7702 凋亡率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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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的 LX-2 细胞相比，放疗活化的 LX-2 细胞中 AP-1、IL-6、IL-8 等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均出

现明显上调。 

结论  放疗能活化 LX-2，促进 AP-1、IL-6、IL-8 等细胞因子表达和分泌，进一步增加放射诱导的

HL-7702 的损伤和凋亡；过表达 miR-146a 可以抑制 LX-2 的活化及其增强放射性肝损伤的作用，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 miR-146a 负向调控 LX-2 中的 TLR4 信号通路，抑制炎症因子 IL-6 和 IL-8 的表

达有关。 

 
 
PK-018 

MiRNA 128-a、Bmi-1 参与胶质瘤细胞放射抵抗的初步研究 

 
叶兰 姜玉华 王翠红 魏玮 孙殿水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250033 

 

目的   胶质瘤具有抗凋亡和放射抵抗的特点，常使得胶质瘤放射治疗效果不理想、易于复发。某些

胶质瘤细胞在接受辐射后，并不发生细胞凋亡，而是发生细胞衰老。逃逸衰老效应可能在胶质瘤的

放射抵抗性中有重要地位。Bmi-1 在恶性胶质瘤中呈高表达，通过多种信号途径参与细胞衰老过

程，可能是肿瘤细胞逃逸衰老、抗凋亡效应和放化疗抵抗性的关键基因之一。MicroRNA-128a 表

达水平在胶质瘤组织样本中显著下调，并且能抑制 Bmi-1 表达，进而影响其作为癌基因所发挥的表

观遗传调节，促进细胞增殖和干细胞自我更新等生物学功能。本研究选用人胶质母细胞瘤细胞株

U87 MG 验证胶质瘤的辐射抵抗性及抗凋亡能力，辐射后细胞衰老的发生，以及辐射对 Bmi-1 及

MicroRNA-128a 表达的影响，以期为 MicroRNA-128a 及 Bmi-1 作为胶质瘤放射增敏新靶点的科学

研究提供参考。 

方法  利用不同剂量的 X 射线干预 U87 MG 细胞。采用流式细胞术进行细胞凋亡及细胞周期检测。

采用 β-半乳糖苷酶染色进行细胞衰老的检测。蛋白免疫印迹方法进行 Bmi-1 蛋白表达检测。实时

定量 PCR 方法进行 Bmi-1 mRNA 及 MicroRNA-128a 表达的检测。 

结果 （1）>4Gy 的辐射剂量可抑制 U87 MG 细胞的增殖，其效应强度与辐射剂量有相关性；

（2）X 线辐射后各组均未出现 U87 MG 胶质瘤细胞凋亡；但可观察到细胞衰老，衰老细胞的比例

与辐射强度呈正相关；（4）细胞周期分析表明在 6,8Gy 辐射组出现肿瘤细胞逃逸衰老现象，这可

能是 U87 MG 细胞辐射抵抗性的产生机制之一；（5）在 6,8Gy 辐射组，MiRNA128-a 表达下调，

Bmi-1 表达上调，U87 MG 细胞逃逸衰老的过程中可能有 MiRNA128-a 和 Bmi-1 基因的参与。 

结论  U87 MG 胶质瘤细胞具有抗凋亡的特点。X 射线可以抑制 U87 MG 胶质瘤细胞的生长，与剂

量强度具有相关性，其抑制效应是通过细胞衰老实现的。U87 MG 胶质瘤细胞接受辐射后可能存在

着逃逸衰老现象，这可能是辐射抵抗性的产生机制之一。U87 MG 胶质瘤辐射后 Micro128a 的表达

与剂量强度相关，并有可能参与 Bmi-1 表达的调控，从而参与 U87 MG 胶质瘤辐射后逃逸衰老的

过程并可能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 

 
 
PK-019 

米诺环素通过促进自噬及激活 AMPKα 通路来抑制受照 HT22 海马

神经元细胞的凋亡 

 
黄萍

1
 张力元

1
 杨红英

2
 田野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苏州大学放射医学与防护学院 

 

目的  放射治疗是头颈部恶性肿瘤的重要治疗手段，但放疗可导致患者出现进行性加重的认知障

碍。米诺环素是一种广谱抗菌的四环素类抗生素，可通过血脑屏障，具有给药方便、药效持久、价

格低廉等优点。研究显示其在 AD、PD 等神经系统疾病模型中发挥神经保护作用。本组前期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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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实米诺环素可改善大鼠全脑照射导致的认知障碍，抑制照射诱导的神经元凋亡。故本研究从

细胞水平探讨米诺环素对于电离辐射诱导海马神经元细胞凋亡的具体抑制机制，探究米诺环素在头

颈部肿瘤放疗患者中的潜在应用价值。 

实验方法 采用小鼠海马神经元细胞 HT22。采用克隆实验检测细胞存活；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

期、细胞凋亡、ROS 水平及自噬水平；采用免疫荧光检测 DNA 损伤应急蛋白 53BP1 及 LC3B；采

用 western blot 检测 LC3B、Caspase3 以及磷酸化的 AMPKα；最后通过使用 AMPK 抑制剂、

siRNA 转染沉默 AMPKα 验证 AMPKα 参与介导米诺环素的神经保护机制。 

结果（1）米诺环素提高了 X-射线照射后细胞的克隆形成率，并呈剂量依赖性；还增强了照后 24h

的 G2/M 期阻滞，降低了细胞凋亡水平，但未促进 DSBs 的修复。（2）X-射线在照后 48h 诱导细

胞自噬，米诺环素进一步提高了受照细胞的自噬水平；加入 3-MA 抑制自噬后，细胞凋亡增加。

（3）细胞受照后 24h 其 AMPKα 通路激活，米诺环素增强了 AMPKα 的磷酸化，加入 AMPK 抑制

剂 compound c 后使得细胞凋亡水平明显提高，这一结果与 siRNA 转染后结果一致。（4）米诺环

素可明显降低照后细胞内 ROS 水平。加过氧化氢酶、NAC 也可降低胞内 ROS，但对放射诱导的

细胞自噬和凋亡并无影响，提示米诺环素并非单纯作为抗氧化剂来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结论 米诺环素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发挥其在射线作用下的神经保护作用：1.激活细胞体内自噬通

路，抑制细胞凋亡；2.激活 AMPKα 通路，降低细胞凋亡水平。 

 
 
PK-020 

`Egr-1 及 TGF-β 对放射性肺纤维化相关研究进展 

 
代佩灵 常莉 李文辉 

云南省肿瘤医院 650106 

 

肺纤维化是一组由多种病因引起的以气道受损、炎症因子大量分泌、间充质细胞增生和细胞外基质

异常沉积为特点的渐进性疾病，肺纤维化是胸部放疗后常见并发症，一旦发生，很难逆转，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存时间，目前尚无有效预防或治疗的方法。早期生长反应基因-1（Early growth 

response gene-1，Egr-1）对放射线敏感，具有辐射诱导特性，与放射性肺纤维化关系密切，研究

发现 Egr-1 很有可能影响及协助具有诱导上皮细胞-间充质细胞转分化的转化因子 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1)影响上皮细胞向间质细胞转化[1]，除此之外，Egr-1 还具有抑制细胞增殖

和凋亡的作用。相信随着有关 Egr-1 抑制上皮细胞-间充质细胞转分化以及抑制间充质细胞增殖的

作用机制更加深入，将有效干预并阻止放疗后肺纤维化的发生及进展，进而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质

量。 

 
 
PK-021 

miRNA-200a 通过抑制 HGF/c-met 通路的激活提高非小细胞肺癌

细胞株的放射敏感性 

 
杜孟华

1
 王守立

2
 陆雪官

3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放疗科 

2.苏州大学医学部病理教研室 

3.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中心 

 

目的  放射治疗作为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重要局部治疗手段，在临床上起着重要作用，而放射敏

感性则是放射治疗成败的关键。研究发现肝细胞生长因子（HGF）的过表达有一定的放射抵抗作

用。与正常肺组织相比较，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的 HGF 表达量显著增高，同时 miRNA-200a 则呈

现明显低表达。通过过表达 miRNA-200a 可以明显抑制非小细胞肺癌细胞中 HGF 的表达量，显著

增高凋亡率。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 miRNA-200a 是否通过对 HGF/c-met 通路有抑制作用从而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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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细胞肺癌有放射增敏作用，以探究过表达 miRNA-200a 在非小细胞肺癌放疗中的潜在价值和作

用。 

方法  分别使用 miRNA-200a mimics 和 HGF siRNA 成功转染非小细胞肺癌 A549 和 H1299 细胞株

后，Western Blot 检测 HGF 和 c-met 蛋白表达水平，Transwell 法测细胞迁移和侵袭性，Annexin 

V／PI 双染法对比转染前后的肿瘤细胞在相同照射剂量下的凋亡率，免疫荧光技术检测 DNA 损伤

应激蛋白，采用克隆实验检测转染前后的细胞在不同照射剂量点的存活增殖能力。 

结果  （1）过表达的 miRNA-200a 对 HGF/c-met 通路的抑制作用与 HGF siRNA 对 HGF 的基因沉

默作用相似，H1299 和 A549 的迁移、侵袭能力均减弱，HGF 和 c-met 蛋白表达量均降低；（2）

转染 miRNA-200a 和 HGF siRNA 导致 H1299 更早出现 γH2AX foci 的峰值和更高的凋亡率，并且

照射后细胞增殖能力较未转染细胞下降明显。 

结论  miRNA-200a 可通过抑制 HGF/c-met 信号通路，达到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的放射增敏作

用。为 miRNA-200a 进一步用于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放射治疗提供了实验依据。 

 
 
PK-022 

不同调强放疗技术在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中的生物学效应评估：

SMLC，DMLC，VMAT，Tomo 
 

张富利 王雅棣 许卫东 高军茂 蒋华能 姚波 路娜 陈点点 刘清智 王平 何合良 陈建平 

陆军总医院 10109235 

 

目的 调强放疗（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实现方式多种多样，每一种方式均有各

自的时间剂量学特点。评估治疗计划时一般采用空间剂量学参数如均匀性指数（heterogeneity 

index, HI）、适形性指数（conformity index, CI）。然而,事实上仅凭空间剂量学参数无法全面评估

治疗计划优劣，剂量实施时间和剂量累积模式未被考虑，而此两项参数对于细胞生存的影响至关重

要。 本研究使用修正的线性二次模型（linear quadratic model， L-Q model）评估不同调强放疗技

术在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中的生物学效应，包括静态多叶准直器调强（static multimeter 

collimator， SMLC），动态多叶准直器调强（dynamic multimeter collimator， DMLC），容积旋

转调强（volumetric arc therapy， VMAT）以及螺旋断层调强（Tomo）放疗技术。 

 方法 应用小体积电离室(A1SL?, 0.057 cm3,Standard Imaging)测量获取几种乳腺癌保乳术后调强

放疗技术的时间剂量模型用以计算延迟因子，随后计算了基于多组不同细胞半修复期和 α/ β 比值组

合的生物效应剂量（biological equivalent dose， BED）。将实际治疗中的 BED 值与理想情况下

（延迟因子为 1）BED 值比较，计算获得由于延迟导致的生物效应损失。然后，结合肿瘤控制概率

（tumor control probability，TCP）数据进一步分析生物效应的损失。 

 结果 与 VMAT 相比，就 SMLC 和 DMLC 而言，生物效应损失在 1%左右，TCP 降低约为

2%~3%，TOMO 的生物效应损失低于 0.5%，差异在于 TOMO 计划实施过程中剂量累积时间短。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时间剂量传输模式在评估不同调强放疗技术的生物学效应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当然，本研究的结果也受到了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需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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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23 

端粒酶抑制剂 BIBR1532 增加非小细胞肺癌放疗敏感性的 

体内体外研究 

 
丁小凤 钱东 程菁菁 袁智勇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放射治疗是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之一。端粒酶活性在大多数正常体

细胞中被抑制，而在超过 85%的人类肿瘤细胞中被重新激活，这其中包括非小细胞肺癌。本研究

旨在探讨端粒酶抑制剂 BIBR1532 对非小细胞肺癌放疗敏感性的影响及潜在机制。  

方法  运用 MTT 法检测细胞增殖变化；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端粒酶活性；免疫荧光检测端粒损

伤；通过免疫印迹及流式细胞术等实验检测细胞死亡；裸鼠成瘤实验及细胞克隆形成实验检测体内

外放疗敏感性。  

结果  MTT 实验显示高剂量 BIBR1532（20-50uM）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系 A549 及 Calu-3 有明显

的呈剂量依赖的毒性作用，低剂量 BIBR1532（5-20uM ）对细胞增殖及克隆形成能力无明显抑制

作用，且未增加细胞凋亡。细胞克隆形成实验、免疫印迹及流式细胞术等实验表明低剂量

BIBR1532 通过增加放疗下细胞凋亡、有丝分裂灾难而提高放疗敏感性。低剂量 BIBR1532 能有效

抑制端粒酶活性，引起放疗后端粒失调，从而破坏基因组稳定性及引起多种细胞死亡通路的激活。

进一步动物实验表明，低剂量 BIBR1532 能提高常规分割（2Gy×4 次）放疗敏感性，且未见明显

骨髓抑制及脏器损伤等毒副作用。  

结论  本研究发现低剂量端粒酶抑制剂 BIBR1532 不会导致肿瘤细胞及正常细胞的损伤，但通过促

进电离辐射诱导的端粒失调增加非小细胞肺癌的放疗敏感性,相关研究将为端粒酶抑制剂作为放射

增敏剂的临床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PK-024 

原发小细胞肺癌中 EGFR 突变的异质性及临床预后关系 

 
唐华容

1
 胡晓

1
 杨世峰

1
 徐裕金

1
 董百强

1
 王谨

1
 马红莲

1
 孔月

1
 张小倩

1
 许强

1
 苏丹

1
 张建军

2
 陈明

1
 

1.浙江省肿瘤医院 

2.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目的  在大规模中国人群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lung cancer, SCLC）标本中检测了表皮生长因子受

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基因突变频率，分析原发 SCLC 中(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基因突变的异质性和临床特征。 

方法  从 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共收集 565 例 SCLC 患者组织样本，其中 47 例手术标本，

和 517 例活检标本。利用双脱氧测序法进行 EGFR 突变的检测。卡方检验分析了临床因素与

EGFR 突变的相关性，以及 Kaplan-Meier 方法分析生存预后。 

结果  在 565 例标本中，我们检测到 40 例 EGFR 突变，其中经典突变有 E19 deletion（n=3）, 

E21 L858R(n=3)，E20 T790M 突变（n=1）,余均为非经典突变，包括 E18 (G719D/S, G696R, 

S695N/D, N700D, I715F, L688F, P694L),E19(K757N, A755V, V742I, E736K, N756Y, E749K, 
P753L, A755T), E20 (T790M, H773R,S768R/N, R776H/C, G796D, D807N, R803W/Q, Y813C, 

G810S, A763T, G779D, Q791R, C781Y, N771S), E21(L858V, G874R, K867E)。EGFR 突变与患

者的性别、年龄、临床分期无相关性。从不吸烟患者比例在 EGFR 突变组（11/40）高于 EGFR 野

生组（86/525），但未达到统计学意义（p=0.129）。对患者治疗史进行匹配后，单因素分析发现

EGFR 突变阳性患者的生存预后比 EGFR 野生型好，中位生存期分别为 24.433m±5.40m vs 

14.00m±0.839m（p=0.018）。采用 COX 回归分析提示局限期、<65 岁 (HR=2.610, HR=1.476)和

EGFR 突变(p=0. 039, HR=0.587，95%CI:0.353--0.974)是生存预后的独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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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初诊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存在 EGFR 突变亚群，其突变类型异质性较高，EGFR 突变与

SCLC 患者的生存呈正相关。 

 
 
PK-025 

靶向去泛素化酶 USP28 对激素抵抗前列腺癌放射增敏作用及 

其机制研究 

 
王小方 俞晓立 郭小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 200032 

 

目的  去泛素化酶 USP28 在 DNA 损伤修复蛋白的降解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拟探讨靶向

USP28 对激素抵抗前列腺癌细胞的放射增敏作用并阐明其机制。 

方法  选取激素抵抗前列腺癌细胞系 DU145 及 PC3，首先通过 RNA 干扰技术（siUSP28）沉默细

胞中 USP28 的表达，利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技术检测转染效率及克隆形成试验

检测 siUSP28 细胞的生长存活分数（SF）。相同条件下，通过细胞克隆形成试验测定前列腺癌细

胞对不同放射剂量（0、2、4、6Gy）的敏感性，计算放射增敏比（SER）。而后进行机制分析，

通过蛋白印迹法（Western Blot）及流式细胞术分析 siUSP28 联合放射处理对前列腺癌细胞 DNA

损伤应答及细胞周期的影响，并对细胞死亡方式进行分析。 

结果  siUSP28 能显著抑制前列腺癌细胞 DU145 及 PC3 中 USP28 的转录，抑制效率达 70%以

上；转染 siUSP28 后，生长存活分数分别为 95%（DU145）及 83%（PC3）。siUSP28 能够使前

列腺癌细胞 DU145 及 PC3 产生显著的放射增敏效应，SER 分别为 1.33、1.46。在 PC3 中进行放

射增敏机制分析，siUSP28 联合放疗能够引起 p-chk1、p-H2Ax 积聚，S 期阻滞，且 c-PARP 表达

增多。 

结论  siUSP28 能够使激素抵抗前列腺癌细胞 DU145、PC3 发生显著的放射增敏效应，可能与增

加 DNA 损伤、引起 S 期阻滞及细胞凋亡有关。 

 
 
PK-026 

宫颈癌辐射抵抗相关 miRNAs 的筛选及初步功能研究 

 
胡静 张莹 魏丽春 石梅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辐射敏感性不同的宫颈癌组织标本，筛选与宫颈癌辐射抗性相关 miRNAs，探

讨其调控宫颈癌辐射抵抗的分子机制/信号通路，为临床预判宫颈癌放疗预后、逆转宫颈癌辐射抵

抗、提高肿瘤治愈率提供新思路和理论依据。 

方法  选择我科 8 例宫颈癌患者组织标本，3 例放疗后 3 年内无复发转移患者为对照组（辐射敏感

组），3 例局部复发和 2 例转移患者为实验组（辐射抵抗组）。采用 microRNA 芯片进行基因表达

谱的差异性筛选，RT-PCR 技术对基因芯片结果和所选差异表达 miRNA 的表达水平进行验证。使

用特异 miRNA 的前体和抑制物分别上调或下调宫颈癌 HeLa 及 SiHa 细胞内相应 miRNA 分子的表

达水平， CCK8 法及流式细胞术观察转染细胞辐射后细胞增殖能力、凋亡及细胞周期的变化，细胞

划痕实验、Transwell 侵袭实验观察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变化，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放射敏感性

的变化。通过双荧光素酶报告系统验证 miRNA 分子 与 Med19 及 NR2C2 的靶向关系。 

结果  共获得 32 个与宫颈癌辐射抵抗相关的差异表达 miRNA 分子，差异性表达均在 2 倍以上(p＜

0.05)； miR-4778-3p 在复发及转移患者中的表达水平均明显下调。RT-PCR 结果与芯片结果具有

良好的一致性。与对照组相比，上调 miR-4778-3p 的表达能够显著抑制宫颈癌 HeLa 及 SiHa 细胞

辐射后的增殖活力和侵袭迁移能力，而下调 miR-4778-3p 的表达水平后，宫颈癌细胞系的活力和

侵袭迁移能力显著增加。然而，与对照组相比，改变 miR-4778-3p 的表达水平，对辐照诱导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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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凋亡和细胞周期无影响。报告基因实验验证了 miR-4778-3p 与 Med19 及 NR2C2 之间特异性结

合，并对其进行负调控。 

结论  上调或下调 miR-4778-3p 可分别降低或升高宫颈癌细胞辐照后细胞活力、增殖能力及细胞迁

移能力，进而增强或降低宫颈癌细胞的辐射敏感性。miR-4778-3p 可能通过靶向调控 Med19 及

NR2C2 的蛋白表达水平，影响宫颈癌细胞的辐射敏感性，但其调控作用仍需进一步证实。 

 
 
PK-027 

探讨辐射诱发的 RBM3 在鼻咽癌放疗抵抗中的作用 

 
马瑞 石梅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本研究拟在前期对不同辐照模式下鼻咽癌细胞定量分析中，发现 RBM3 在辐照组中高表达的

基础之上，进一步通过一系列体内外研究证实 RBM3 是鼻咽癌辐射抵抗相关基因，为肿瘤治疗抗

拒提供新的治疗靶点，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方法  通过基因工程构建 RBM3 慢病毒载体，感染鼻咽癌细胞 CNE-1，采用克隆形成实验检测鼻咽

癌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变化；通过 γH2AX 检测不同表达水平 RBM3 的鼻咽癌细胞 DNA 损伤变化；

并通过皮下移植瘤动物模型进一步确认 RBM3 与鼻咽癌辐射耐受的关系；通过 RT-PCR、Western 

Blot 检测相关基因的变化。 

结果  CNE-1 细胞经 LV3-NC、LV3-RBM3、LV3-siRNARBM3 慢病毒感染后，在显微镜下可以观

察到绿色荧光蛋白的表达及细胞病变效应，以及通过 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RBM3 在鼻咽

癌细胞中的表达水平，与对照组 LV3-NC 相比 LV3-RBM3 组中 RBM3 的 mRNA 以及蛋白水平表达

显著升高，反之 LV3-siRNARBM3 组中 RBM3 的 mRNA 以及蛋白水平表达显著降低，具有统计学

意义(P< 0.05)；克隆形成实验结果显示 LV3-RBM3 相对于对照组辐射敏感性降低，而 LV3-

siRNARBM3 相对于对照组辐射敏感性增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通过 γH2AX 荧光染

色检测不同表达水平 RBM3 的鼻咽癌细胞的 DNA 损伤变化，结果表达表明 LV3-RBM3 相对于对照

组 DNA 损伤水平降低，反之 LV3-siRNARBM3 相对于对照组 DNA 损伤水平增强；体内建立移植

瘤模型长至瘤体体积为 100mm3,给予分次剂量照射 2Gy/次,隔天一次照射 5 次，隔天进行体积测

量，直至 4 周后结束，处死老鼠取瘤体进行包埋，免疫组化染色 RBM3，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

LV3-RBM3 相对于对照组瘤体增长快，而 LV3-siRNARBM3 相对于对照组瘤体体积增长缓慢，而

同样在 LV3-RBM3、LV3-siRNARBM3 相对于对照组 RBM3 的表达水平升高、降低，结果证实了

在体内实验中 RBM3 可促进鼻咽癌放疗抵抗。 

结论  辐射诱发的关键基因 RBM3 可促进鼻咽癌放疗抵抗。 

 
 
PK-028 

基因沉默 Gab2 表达对结直肠癌 Lovo 细胞放疗敏感性的影响 

 
冯继红

1
 张红

1,2
 陈敏

1
 张小林

1
 殷茜

1
 刘霄

1
 曾继泽

1
 周航

1
 

1.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肿瘤医院腹部肿瘤科 

2.遵义医学院 

 

目的 探讨 Grb2 协同结合蛋白 2（Gab2）基因沉默对结直肠癌 Lovo 细胞放疗敏感性的影响。 

方法 应用小 RNA 干扰技术，将合成的靶向沉默 Gab2 慢病毒质粒（siGab2）及其阴性对照组慢病

毒（Negative）转染人结直肠癌 Lovo 细胞株，嘌呤霉素筛选获得亚克隆细胞，实时荧光定量 PCR

（qRT-PCR）、蛋白质免疫印迹技术(Western blot)检测结直肠癌 Lovo 中 Gab2 基因表达抑制情

况。给予 8.0 Gy 单次剂量放射治疗,观察放射线对 Gab2 基因沉默的结直肠癌 Lovo 细胞的抑制作

用。采用 CCK8 法检测癌细胞体外生长活性；透射电镜、Annexin V-FITC 和碘化丙啶双染色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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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仪法检测癌细胞凋亡及比率；Westernblot、比色法检测细胞内 Caspase-3 蛋白表达和活性水

平。 

结果 qRT-PCR 和 Western blot 证实所获结直肠癌亚克隆细胞 Lovo/siGab2 的 Gab2 mRNA、蛋白

表达水平均显著低于 Negative 组(P＜0.01)。8.0 Gy 高剂量线照射后，Lovo/siGab2 细胞生长活性

较 Negative 组细胞明显减弱(P＜0.05)，透射电镜下可见部分 Lovo/siGab2 细胞发生典型凋亡形态

学改变，凋亡率为 38.6%，显著高于 Negative 组 Lovo 细胞(凋亡率为 15.7%,P＜0.05)。与

Negative 比较，Lovo/siGab2 细胞内 Caspase-3 表达显著增加(P＜0.01)，活性水平提高 3.15 倍(P

＜0.01)。 

结论 基因沉默结直肠癌细胞株中 Gab2 表达，能增强放疗对癌细胞的诱导凋亡作用；Gab2 基因沉

默的结直肠癌细胞对放射治疗更敏感，基因沉默 Gab2 表达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放疗增敏新途径。 

 
 
PK-029 

细胞周期蛋白 CDK20 正向调控 Keap1-Nrf2 氧化应激通路促进肺

癌细胞放疗抵抗 

 
徐双兵 张盛 杨坤禹 伍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 430022 

 

目的  肺癌的放疗抵抗是导致肺癌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的重要因素。细胞周期蛋白 CDK20 是细胞

周期 CDK 家族的新成员，在细胞周期调控及肿瘤生长增殖中发挥重要的功能，但其在肺癌放疗抵

抗中的作用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 CDK20 在肺癌放疗抵抗中的作用及相关机制。 

方法  运用串联亲和纯化及蛋白质谱技术筛选 CDK20 相互作用蛋白，免疫共沉淀及定点突变验证

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明确其作用结构域。SiRNA 敲低及 Western Blot 检测蛋白表达水平，Real-

time PCR 检测靶基因 mRNA 变化情况，流式细胞术检测 ROS 水平。功能学实验探讨 CDK20 在

肺癌细胞放疗抵抗中的作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 CDK20 在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

参数之间的关系。 

结果  蛋白质谱技术鉴定出 Keap1 为 CDK20 新的相互作用蛋白，CDK20 通过保守的 ETGE 结构

域与 Keap1 的 Kelch 区域结合。干扰 CDK20 后导致 Keap1 的靶蛋白 Nrf2 核聚集减少，从而抑制

Nrf2 的转录活性，并使细胞内的 ROS 水平升高。功能学实验表明 CDK20 敲低后可以抑制肺癌细

胞的生长与增殖、导致细胞周期 G2/M 检测点失活、增加肺癌细胞的放疗敏感性。运用 Rescue

（挽救）技术进一步发现 CDK20 促进肺癌放疗抵抗作用依赖于其通过 ETGE 保守序列与 Keap1

的结合。免疫组化结果发现 CDK20 在人类肺癌组织中表达明显上调，且与肺癌的 T 分期相关。 

结论  细胞周期蛋白 CDK20 可以通过正向调控 Keap1-Nrf2 氧化应激通路促进肺癌细胞的放疗抵

抗，揭示了一种新的肺癌放疗抵抗机制，提示 CDK20 有可能作为肺癌放疗增敏的潜在靶标。 

 
 
PK-030 

外源性 BDNF 在放射性脑损伤中的干预作用 

 
张奇贤

1,2,3
 田野

1,2,3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肿瘤放射治疗科 

2.苏州大学肿瘤放射治疗学研究所 

3.苏州市肿瘤放射治疗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观察在放射性脑损伤中低剂量电离辐射对幼年大鼠海马齿状回新生神经元树突生长发育的影

响以及外源性 BDNF 是否可以缓解射线对树突生长发育的抑制作用。 

方法 （1）低剂量电离辐射对幼年大鼠海马 DG 区新生神经元树突生长的抑制作用：一月龄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2Gy 照射组。射线照射后 24h 给予大鼠右侧海马齿状回立体定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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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表达绿色荧光蛋白（GFP）的逆转录病毒，病毒注射后 2 周、4 周取大鼠脑部冰冻切片进行免疫

荧光染色观察海马齿状回 GFP+神经元树突长度和分支数。 

   （2）BDNF 在低剂量电离辐射抑制海马新生神经元树突生长中的干预作用：一月龄雄性 SD 大鼠

随机分为单纯照射组、照射+BDNF 组。两组均接受 2Gy 全脑照射，照射后 24h 给予大鼠右侧海马

齿状回立体定向注射表达绿色荧光蛋白（GFP）的逆转录病毒。照射+BDNF 组在立体定向注射后

埋置导管，并于埋管后第三天通过导管注射 BDNF。病毒注射后 2 周、4 周取脑部冰冻切片进行免

疫荧光染色观察海马齿状回 GFP+神经元树突长度和分支数。 

结果 （1）与空白对照组相比，2Gy 照射组在病毒注射后 2 周和 4 周 GFP+神经元树突总长度、最

长树突的长度均显著减少，神经元分支数在病毒注射后 2 周出现显著变化。（2）与单纯照射组相

比，照射+BDNF 组在病毒注射后 2 周树突总长度明显增加，病毒注射 4 周后神经元分支数明显增

加。 

讨论 神经元树突是进行神经信号传导的解剖基础。低剂量电离辐射可显著抑制幼年大鼠海马齿状

回新生神经元树突的生长发育，降低新生神经元树突的复杂性（树突总长度、分支点数等），进而

影响神经元之间突触连接的形成，这可能是射线所致海马依赖的认知功能障碍的原因之一。外源性

BDNF 可以在一定程度缓解射线对树突生长发育的抑制作用。 

 
 
PK-031 

经方麦门冬汤预防放射性肺损伤及其对血浆 TGF-B1 的影响的 

临床研究 

 
刘珺 吴晨雯 郑智 钟军 

江西省肿瘤医院 330029 

 

目的  探讨经方麦门冬汤能否预防放射性肺损伤的发生，及其对血浆 TGF-β1 水平的影响。 

方法  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设计，将符合入选标准接受根治性放疗的食管癌及 III 期以上的肺癌患者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单纯放化疗，治疗组在进行放化疗的同时口服麦门冬汤，比较两

组患者放射性肺损伤的发生率。在放疗前、放疗完成 40Gy 及放疗后 1 个月测定两组患者血浆

TGF-β1 的水平。 

结果  治疗组 2 级以上（≥2 级）放射性肺损伤的发生率为 16.67%（5/30），明显低于对照组

40%(12/3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放疗开始前，两组血浆 TGF－β1 水平比较无统

计学差异（P>0.05）；放疗 40Gy 时，治疗组血浆 TGF－β1 水平为（25.23±5.11）ng/ml，对照组

为（27.85±5.57）ng/ml，两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t=1.90，P＜0.05）；放疗后 1 个月，治疗组

TGF－β1 水平为（5.74±2.64）ng/ml，对照组为（7.36±3.11）ng/ml，两组间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t=2.18，P＜0.05）。 

结论  麦门冬汤可以预防放射性肺损伤的发生；其机制可能与 TGF－β1 通路有关。 

 
 
PK-032 

BDNF 通过介导 NFATc4/3 的信号通路来改善电离辐射所致的海马

神经发生和认知功能障碍 

 
徐美玲 张军军 范秋虹 田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观察不同剂量电离辐射照射，确定电离辐射对 NFATc4/3 信号通路表达的影响以及外源性的

BDNF 对该通路的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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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用一月龄雄性 SD 大鼠 160 只随机分成四组分别接受单次照射 0,2,10,20Gy。照后三天各

组一半的老鼠双侧海马立体定向注射外源性的 BDNF。电离辐射后 1 周，2 周，4 周，8 周取脑部

海马组织进行 western blot 和 RT-PCR 技术观察 CaN, TrkB, NFATc4/3, 

p-NFATc4/3, GSK-3β 蛋白及相关基因的表达情况。 

结果  (1) 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电离辐射后 NFATc4/3 的表达水平明显下降，并且呈剂量及时间依

赖性。而 p-NFATc4/3 的表达水平与 NFATc4/3 相反。随着照射剂量的增加，与对照组相比，CaN, 

trkB and GSK-3β 表达水平明显下降，但是并不呈时间依赖性。(2) 照射＋BDNF 组较单纯照射组

相比，随着照射剂量的增加以及时间的延长，NFATc4/3 和 CaN 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

NFATc4/3 则相反。GSK-3β 的表达水平没有统计学差异。RT-PCR 的结果与 western blot 的结果

一致。 

结论  在我们的研究中，全脑放射治疗抑制了 CaN／NFATc4/3 信号通路，而我们课题组先前的研

究已经通过开放场、水迷宫等一系列的行为学实验证明电离辐射能导致认知功能障碍，由此初步推

测 NFATc4/3 转录与电离辐射所致的神经发生障碍有关。此外，外源性的 BDNF 能促进 NFAT 依

赖的转录，从而改善认知功能的下降。 

 
 
PK-033 

阿托伐他汀通过延长照射诱导的氧自由基的存在时间增强对 PC-

3 前列腺癌细胞的杀伤效应。 

 
虞浩 孙少倩 顾晓斌 王雯 高献书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阐明照射前后阿托伐他汀对 PC-3 前列腺癌细胞内氧自由基的影响。  

方法  用克隆形成实验和细胞存活曲线评价细胞的放射敏感性，用流式细胞术细胞测定细胞凋亡， 

利用 DCFH-DA 探针通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和流式细胞术检测 ROS，用免疫印迹法检测 NADPH

氧化酶（NOXs）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蛋白，用 SOD 检测试剂盒测定总 SOD 活性。 

结果  单独应用阿托伐他汀使受照射 PC-3 细胞的存活分数明显降低， 凋亡率显著增加(P < 0.05)。

研究组 PC-3 细胞内的 ROS 水平在照射前明显下降(P < 0.01)，但在照射终止 2 小时以后，PC-3

细胞内的 ROS 水平仍然保持在高水平(P < 0.01)。此外，PC-3 细胞内的 NOX2、NOX4 蛋白水平

和总 SOD 活性下降(P < 0.01)，但 SOD1 蛋白水平保持稳定(P > 0.05)。另一方面，用基因转染方

法增加细胞内 NOXs 水平，或添加 tempol 增强 SOD 活性，可以增加降低的细胞存活分数，降低

照射诱导的高水平 ROS。 

结论  通过降低内源性氧自由基水平，减少 NADPH 氧化酶水平和 SOD 活性，延长照射诱导下氧自

由基的存在时间，阿托伐他汀能增强照射对细胞的杀伤效应。 

 
 
PK-034 

Phosphorothioate modified 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s 

against human 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sensitizes cancer cell to radiotherapy. 
 

CAO FEI,JU XIAOPING,CHEN DI,JIANG LINGONG,ZHU XIAOFEI,QING SHUIWANG,FANG FANG,SHEN 
YUXIN,JIA ZHEN,ZHANG HUOJUN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Shanghai Changhai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433 

 

Purpose  Emergence of resistance, unavoidable systemic toxicity and unsatisfactory efficacy is 
main obstacle for traditional cancer therapy. Combined with phosphorothioate mod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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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s (PS-ASODN) against human 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hTERT) may enhanc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irradiation. However, the effect of PS-ASODN 
against hTERT on anti-tumor of irradiation in liver cancer is still unknown.  
Methods  In this study, Walker 256 cells were transfected with hTERT PS-ASODN. 
Cell prolifetation and cell viability were measured by MTT assay. Cell senescence was examined 
by SA-β-gal staining. Telomerase activity was determined by TRAP-PCR-ELISA. Cell apoptosis 
was assay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DNA damage was determined by comet assay.  
Results  The PS-ASODN was demonstrated to have inhibitory effect o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ccelerated effect on cell senescence by inhibiting telomerase activity. PS-ASODN promoted 
the inhibition of irradiation on cell viability and telomerase activity, and the induction of irradiation 
on DNA damage and cell apoptosis by activating apoptosis-associated proteins.  
Conclusions  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mbined treatment of PS-ASODN 
with irradi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umor inhibition. Therefore, PS-ASODN provides an 
experimental foundation for gene therapy and is expected to be applied in clinical treatment of 
liver cancer combined with radiotherapy. 
 
 
PK-035 

2-脱氧-D-葡萄糖联合顺铂对人鼻咽癌 CNE1 细胞的影响 

 
王若雨

1
 朱国方

2
 

1.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山东省单县中心医院 

 

目的  研究 2-脱氧-D-葡萄糖(2-DG)与顺铂单独及联合作用对 CNE1 细胞增殖与凋亡的影响。 

方法  不同剂量 2-DG、顺铂单独及联合作用于 CNE1 细胞，MTT 法检测细胞的活性率；采用

Annexin-V/PI 染色，流式细胞仪检测不同药物处理组细胞的凋亡率；Western blot 法检测凋亡相关

蛋白如 Caspase3、PARP-1、Mcl-1、AKT、p-AKT 和 HK-Ⅱ蛋白的表达水平；siRNA 干扰沉默

HK-Ⅱ在 CNE1 细胞内的表达，用化学发光法检测分析各实验组细胞内 ATP 生成情况；Z-VAD-

FMK（2μmol/L）用于检测细胞凋亡与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的依赖性；对以上实验数据采用

SSPS17.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顺铂、2-DG 以及联合应用于 CNE1 细胞均可降低细胞活性，且呈剂量依赖性，两药联合时

CNE1 细胞活性率显著降低，除顺铂 5μmol/L 组外其余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顺铂

联合 2-DG 10mmol/L 作用 CNE1 细胞 24 小时凋亡率依次为 14.77±6.59%、48.02±8.86%、

57.40±9.77%、59.40±9.18%，与顺铂单药组（凋亡率分别为 7.66±0.42%、21.77±4.92%、 

21.02±3.68% 、25.15±3.33%）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DG 联合顺铂作用 CNE1

细胞，Western blot 检测到 Caspase3、PARP-1 特征性细胞凋亡裂解片段，以及 Mcl-1 的表达量

降低。Z-VAD-FMK 预处理细胞，可将联合用药组的细胞凋亡率从 65.43±6.49% 降低到 

18.43±3.01%。HK-Ⅱ沉默后，顺铂单药对照组与处理组细胞凋亡率增加，分别为 28.52±2.54% 、

53.31±5.2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2-DG、顺铂均可抑制 p-AKT 蛋白的表达，联合

应用可明显降低 AKT 蛋白的表达。HK-ⅡsiRNA 沉默可使 p-AKT 蛋白表达水平的降低。过表达

AKT 的 CNE1 细胞联合用药时细胞凋亡率降低，对照组和过表达组联合用药时细胞凋亡率

28.64±1.53% 、9.89±1.04%。 

结论  2-DG 可通过启动细胞凋亡机制增强顺铂的细胞毒性。2-DG 靶蛋白 HK-Ⅱ表达降低可协同顺

铂促进肿瘤细胞死亡。2-DG、顺铂及两药联合可抑制 AKT 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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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36 

IL-1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在鼻咽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屈艳丽

1
 于洪

1
 赵玉霞

2
 孙德宇

1
 陈广军

3
 刘丹

2
 白露

4
 

1.辽宁省肿瘤医院 

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3.辽宁边防总队医院 

4.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 IL-1a-889T/C，IL-1b -511C/T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鼻咽癌发生与疾病复发的关系。 

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采集来自辽宁地区不同医院的鼻咽癌病人（193 例）及正常人群（231

例）的静脉血，酚氯仿法提取基因组 DNA，Taqman real-time PCR 方法及 SDS 软件对 IL-1a -

889T/C，IL-1b -511C/T 基因型进行分型。SPSS13.0 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以 χ2 检验比较 SNPs

基因型在病例与对照之间分布的差异，以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 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 

结果  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均显示：IL-1a-889T/T 基因型与鼻咽癌易感性相关，可以显著降低

鼻咽癌发生，进行病理分层后显示 T/T 基因型在各病理类型中均起到保护作用，IL-1b -511C/T 位

点的各基因型与鼻咽癌易感性不相关。经单因素及多因素进一步分析后显示：IL-1a-889T/C，IL-1b 

-511C/T 位点各基因型与鼻咽癌复发不相关，P 值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IL-1a-889T/C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与鼻咽癌易感性相关，T/T 基因型可以降低辽宁地区鼻咽

癌发生风险，IL-1b -511C/T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与鼻咽癌易感性不相关。IL-1a-889T/C、IL-1b -

511C/T 位点单核苷酸多态性与鼻咽癌复发不相关 

 
 
PK-037 

V5 is the most Predictor of radiation pneumonitis after 

hypofractionated  radiotherapy for early NSCLC 
 

zhao chunbo
1
,liu guohui

1
,lin quan

1
,wang CB*

2
 

1.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Haping Road 

150 of Nangang District， Harbin 150086， Heilongjiang Province， China. 

2.*Corresponding author. 
 

Purpose  Hypofractionated radiotherapy (HRT) is now commonly used for early NSCLC. 
However, radiation pneumonitis (RP) is still a major problem after HRT. To determine the 
significant parameters associated with developing RP, we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d data from 
patients with I-II stage lung cancer treated with HRT using IMRT.  
Method  retrospective analysis A total of 53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nd the median 
age was 57 years old. The median prescriptive doses were 60 Gy to the internal target volume 
and 57 Gy to the planning target volume in 10 fractions over 2 weeks. RP was diagnosed by 
chest X-ray or computed tomography after HRT, and its severity was determined by CTCAE 
version 4.0.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symptomatic RP was 24.6%. Univariat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mean 
lung doses, V5, V10, V15, V20 and V25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ymptomatic 
RP (P < 0.05). However, multivariat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only V5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ymptomatic RP (P = 0.019).  
Conclusion  From the ROC curve, V5 was the most powerful predictor of symptomatic RP, and 
its AUC (area under curve) was 0.780 (P = 0.004). In addition, the threshold value of V5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ymptomatic RP was 66%. A large distribution of low-dose radiation resulted in a 
higher risk of lung toxicity. So, to prevent symptomatic RP,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V5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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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to <66%, in addition to considering conventional dosimetric factors. However, further 
clinical study must be undertaken in order to confirm this result. 
 
 
PK-038 

PAI-1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肺癌放射性肺损伤的相关性研究 

 
刘博 唐洋 易旻晓 刘青旭 邱红 熊慧华 胡广原 袁响林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430030 

 

目的  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1(PAI- 1)与多种炎性疾病密切相关，我们推测 PAI-1 基因单核苷酸多

态性与肺癌患者放射性肺损伤发生风险之间具有相关性。 

患者与方法  本前瞻性研究纳入了 2008 年 9 月至 2014 年 6 月武汉市同济医院肿瘤科收治的 169 例

接受放射治疗的肺癌患者。我们提取了患者外周血全基因组 DNA,通过 Sequenom MassArray 

system 对 PAI-1 基因 6 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进行基因分型分析。用 Kaplan-Meier 累积概率法评

估发生 3 级或 3 级以上放射性肺损伤的风险，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对临床

因素、PAI-1 基因型与放射性肺损伤相关性进行评价。 

结果  本研究入组男性 125 例，女性 44 例，中位年龄为 57 岁，中位放疗剂量为 56Gy。结果显

示，在校正了 Karnofsky 体力状态、吸烟状态、年龄、肺功能以及放疗剂量参数等因素后，多变量

分析发现，与 PAI-1：rs7242 TT 基因型相比，GT/GG 基因型与≥3 级放射性肺损伤的风险较高显

著相关(HR=3.819；95%CI，1.304-11.81；P = 0.015)。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PAI-1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 rs7242 可以成为肺癌患者放射性肺损伤发

生的预测因素。 

 
 
PK-039 

非小细胞肺癌放疗中加速再增殖 FLT 显像与 Ki67 表达空间一致

性研究 

 
张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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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省肿瘤医院，肿瘤防治研究院，放疗科，250117  

2.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肿瘤科，430060 

 

目的  研究证实非小细胞肺癌（NSCLC）放疗中存在加速再增殖现象，这可能是导致放疗局部失败

的重要原因。通过适形调强放疗实现对加速再增殖区域高剂量放疗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18F-FLT 

PET 可能是目前无创性动态监测肿瘤增殖的理想方法。前期实验已证实放疗前 FLT PET 显像与

Ki67 表达存在空间一致性，本实验拟通过病理 Ki67 指标进一步证实 FLT PET 能够监测放疗中的再

增殖，且 FLT 显像与病理具有空间一致性，为 FLT 显像指导 NSCLC 个体化放疗生物亚靶区剂量

雕刻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建立 A549 人肺腺癌裸鼠移植瘤模型。1. 60 只裸鼠随机分为每日及隔日放疗组，两组又分别

分为放疗 0f、3f、6f、9f、12f、18f 亚组。采用 6MeV X 线常规分割放疗，2.0Gy/次。每亚组均在

放疗结束后行 PET/CT 扫描，计算 FLT 摄取参数，确定放疗中出现加速再增殖时 PET 显像的最佳

时间点。2. 对最佳显像点所在组的裸鼠移植瘤进行切片及 Ki67 染色；利用融合图像的参考点及离

体瘤固定器制作病理切片；根据 PET、CT 及病理切片层厚，选取可一一配准的层面，分析 FLT 摄

取参数与 Ki67 表达指数的相关性。 

结果  放疗中两组移植瘤的 FLT 摄取参数均在特定时间点较放疗前明显增高。每日组在放疗 6 次时

FLT 摄取最高（SUVmax2.527， P< 0.001；SUVmean1.614，P<0.001；T/NT 值 4.250, P= 

0.001）,隔日组在放疗 3 次时显像最佳（SUVmax2.494, P= 0.001,  SUVmean1.300, 

P=0.027,  T/NT 值 4.750, P= 0.002），后均逐渐降低。放疗 6 次/6 天及 3 次/6 天组 FLT PET 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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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出现肿瘤细胞加速再增殖，对两组肿瘤 PET 与病理图像进行空间配准后，层层分析 FLT 摄

取及 Ki67 表达情况。在选取的病理切片及对应的 PET 图像分别勾画感兴趣区：1.随意勾画 4 个非

重复感兴趣区，发现所有层面的 FLT 摄取与 Ki67 表达均有相关性（P<0.05）；2.以 80%SUVmax

及 Ki67>80%为阈值分别勾画高增殖区域（HPV），发现 PET 图像的 HPV 与病理切片 HPV 的重

复率均在 50%以上。 

结论  NSCLC 分次放疗中存在加速再增殖现象，应用 18F-FLT PET 能够监测放疗中的再增殖并协

助勾画生物亚靶区。 

 
 
PK-040 

叶酸修饰的羟基喜树碱胶束联合放疗对宫颈癌的协同抑制 

作用研究 

 
游红 傅少志 吴敬波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 646000 

 

目的  探讨叶酸修饰的负载羟基喜树碱（HCPT）的聚合物胶束联合放疗对宫颈癌皮下移植瘤模型

的协同抑制作用及其相关机制。 

方法  以两亲性嵌段聚合物单甲氧基聚乙二醇-聚己内酯（MPEG-PCL）为原料，通过与叶酸

（FA）共价结合，制备出目标聚合物 MPEG-PCL-FA 后并以其为载体，通过自组装制备包载羟基

喜树碱的聚合物胶束（HCPT/MPEG-PCL-FA, HFOL）；考察其形貌、粒径分布及体外释药特性。

采用 MTT 实验和荧光显微镜研究此胶束的细胞毒性和细胞摄取功能。建立宫颈癌裸鼠移植瘤模

型，接受放疗和/或胶束治疗后以肿瘤再生长延迟时间（TGD）和中位生存期评价胶束联合放疗

（RT）的抗肿瘤效果。采用小动物 PET/CT 显像评价移植瘤对胶束联合放疗的早期治疗响应性。

此外，HFOL 胶束的放疗增敏机制通过检测细胞周期分布、TUNEL 法检测细胞凋亡、免疫组化检

测磷酸化组蛋白 λ-H2AX 的表达等进行分析. 

结果  本研究制备的 HFOL 胶束呈球形，平均直径为 132 nm, 无明显的突释，呈现出缓慢释药特

点。MTT 结果显示 HFOL 胶束的细胞毒性明显高于普通胶束，其作用可能与叶酸受体介导的内吞

作用有关。体内研究结果表明，HFOL+RT 组的 TGD 及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45 天及 83.5 天，明

显高于对照组及非靶向胶束组（p<0.01）。小动物 PET/CT 显像结果示：对照组、

HMEP(HCPT/MPEG-PCL)+RT、HFOL+RT 组的 T/M 值分别为：

2.529±0.157,1.522±0.043,1.129±0.389（p<0.01）。λ-H2AX 阳性指数（PI）呈现：HFOL+RT > 

HMEP+RT > HCPT+RT > RT > HCPT > 对照组。与对照组相比，HFOL+RT 组和 HMEP+RT 组的

细胞比例在 G2/M 期升高，S 期降低（p<0.01）;TUNEL 阳性细胞比例：65.8±3.1%和

51.2±4.3%，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 

结论  叶酸修饰的负载羟基喜树碱的聚合物胶束具有对宫颈癌细胞的主动特异性靶向功能，联合放

疗对宫颈癌移植瘤具有明显增强的抗肿瘤作用，其协同机制可能与该载药胶束诱导宫颈癌细胞凋

亡，G2/M 期阻滞和增加 λ-H2AX 的表达有关，同时表明该胶束对于治疗宫颈癌等细胞表面 FR 表

达丰富的肿瘤具有潜在的运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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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41 

氯碘羟喹联合锌离子放射增敏的相关机制 

 
鲁珊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研究目的  前期研究发现 CQ 联合锌离子能显著增加 HeLa 细胞放射敏感性，并且 CQ 联合锌离子

能显著抑制肿瘤细胞内 NF-kB 信号通路活性，而 NF-kB 与肿瘤细胞 DNA 损伤修复途径密切，由此

探讨氯碘羟喹（clioquinol，CQ）联合锌离子（Zinc）对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的放射增敏机制。 

方法  首先进行质粒提取和转染，然后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试剂盒检测氯碘羟喹联合锌离子对

HeLa 细胞核转录因子（NF-kB）活性的影响；其次，免疫荧光方法检测氯碘羟喹联合锌离子对

HeLa 细胞内的 γ-H2AX 焦点（DNA 双链断裂的标志）的形成与持续情况的影响；最后，Western 

Blotting 实验检测氯碘羟喹联合锌离子对细胞内 ATM、γ-H2AX、p65 的表达量有无影响。 

结果  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发现，氯碘羟喹联合锌离子抑制 X 射线诱导的 NF-kB 活性升高。与对

照组比较，药物组 NF-kB 活性降低（t=12.48，P<0.05），单纯照射组 NF-kB 活性升高（t=6.23，

P<0.05）；与单纯照射组比较，药物+照射组 NF-kB 活性降低（t=21.42，P<0.05）。同时在 NF-

kB 的蛋白表达水平也证实上述结果：与对照组相比，P65 蛋白在药物组表达降低，单纯射线组表

达升高；与单纯射线组相比，药物联合射线组 p65 表达显著降低。免疫荧光实验检测细胞 DNA 损

伤时发现发现，氯碘羟喹联合锌离子增加 X 射线诱导的 DNA 双链断裂，并延长其修复时间。一方

面，从宏观上可见，与单纯射线组相比，药物联合射线组 γ-H2AX 焦点形成显著增多，0.5h 最明

显，一直持续至 24h。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可见，与单纯射线组相比，药物联合射线组 γ-H2AX 蛋

白表达量显著增加，0.5h 最明显，直至 24h 是仍显著高于单纯对照组。蛋白免疫印迹实验显示，

药物联合射线组的 ATM 蛋白表达明显低于单纯射线组，药物组 ATM 蛋白表达亦低于对照组。 

结论  证实增敏机制可能与氯碘羟喹联合锌离子抑制细胞 NF-kB 活性，下调 DNA 损伤感受器 ATM

的表达，从而抑制 DNA 损伤修复过程，导致 DNA 双链断裂增加有关。 

 
 
PK-042 

关于“组学放疗”与“全息靶区”的初步构想 

 
王卫东 郞锦义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现代组学技术在生命科学的―落地生根‖，正在冲击着整个医学，亦酝酿着一次新的革命性突

破。本文拟初步探讨―组学放疗(Omic radiotherapy)‖和全息靶区（Holo-targets）的基本概念、特

征，发展前景及研究策略。 

方法 回顾生命组学技术的进展情况，影像组学的发展，分析百年放疗面临的困局，阐述组学放疗

产生的科学背景及发展趋势。 

结果 组学放疗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放疗决策上，通过组学技术可以获得肿瘤和个体的全部遗

传信息及生物学特征，判断有否放疗指证，需采取的放疗方式及剂量分配，以及可能的效果等。二

是放疗靶区的确定上，通过影像组学技术可以获得病变部位的全部遗传学及微环境信息（全息靶区

Holo-targets），在此基础上，依据给以的各种参数，自动生成全息靶区，把肿瘤和正常组织的各

种生物学信息通过三维的方式呈现出来；然后，根据三维全息靶区，确定需要的射线种类、能量、

剂量。三是放疗反应评价和随访方面，通过实时动态观察整个放疗过程中各种组学信息的变化，反

馈到放疗质控，及时优化放疗计划。在放疗结束后的随访上，组学技术可以随时监控肿瘤的控制情

况。 

结论 回顾放疗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每一次进步都是成功转化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才得以实现的。

现代放疗正是吸收了计算机技术、成像技术及 IT 技术，才实现了成为肿瘤治疗―主角‖的华丽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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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组学技术和生物大数据技术，正在逐渐渗透进放疗技术发展，必然诞生―组学放疗‖这一新生

儿。不管是十年或是三十年，这场放疗技术革命终要到来！ 

 
 
PK-043 

长非编码 RNA（IncRNA）与乳腺癌多药耐药患者放疗敏感性的相

关性分析 

 
钟晓鸣 

江西省肿瘤医院 330029 

 

目的  探究长非编码 RNA 与乳腺癌多药耐药患者放疗敏感性的相关性。 

方法  BS517 、BS524 、BS525 -1590、SKBR-3、MCF-7 五种人乳腺癌细胞株，采用细胞梯度照

光细胞克隆实验检测五种细胞株的存活率（SF2）。采用高通量 IncRNA 芯片筛选 BS517 、

BS524 、BS525 -1590 细胞株表达量较高的 IncRNA，并分析 IncRNA 与放疗抵抗性的相关性。 

结果  各细胞经梯度照光后，检测各细胞株的 SF2 值，根据 SF2 值的大小排列（由大到小）依次为

BS517 、BS524 、BS525 -1590、SKBR-3、MCF-7，该顺序同样由高到底地反映出各细胞株对放

疗的敏感性；R05532、NR-015441、NR-033374 三种 IncRNA 在细胞系中表达明显较高；

R05532、NR-015441、NR-033374 三种 IncRNA 的表达水平与细胞放疗抵抗性（SF2）呈正相

关，其 r 值分别为 0.931、0.926、0.928，且 P<0.05；AA745020 的表达水平与细胞放疗抵抗性

（SE2）无明显的相关性，r=0.416，P>0.05。 

结论  R05532、NR-015441、NR-033374 三种 IncRNA 在人乳腺癌细胞中高表达，且当其高表达

时呈现的化疗抵抗性最高，这三种 IncRNA 高表达时可作为放疗抵抗的预测分子。 

 
 
PK-044 

肝癌放射抗拒细胞株的建立及其抗拒机制的初步研究 

 
詹泽涛 丁轶 陈龙华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放疗科 510515 

 

目的 1. 建立肝癌放射抗拒细胞株(MHCC-97H-R)；2. 明确肝癌放射抗拒细胞株的生物学特性；3. 

初步确定可能参与肝癌放射抗拒调控的 LncRNAs。 

材料及方法 1.通过常规剂量分割法(2GY/F)建立 4 组亚细胞株（15 次，20 次，25 次，30 次），各

组细胞株经单次不同剂量（(2GY/F,4GY/F,6GY/F,8GY/F,10GY/F ) ）照射后，计算克隆形成率及

采用多靶单击模型分析； 

2.采用流式细胞仪测定细胞凋亡与细胞周期变化及 Epcam 的表达情况，采用 CCK-8 法检测细胞增

殖能力，用彗星实验及 Edu 掺入实验评估 DNA 双链损伤程度及修复能力,Western-blot 用来检测

DNA 双链损伤（Y-H2AX）及凋亡相关基因（ Caspase 3,BCL-2,BAX）的表达情况；3.肝癌放射

抗拒细胞株及原始细胞株经过亚致死剂量( 6Gy of 6MVX-ray)照射后,送往上海康成公司做 LncRNA

基因芯片。 

结果 1.2Gy ×25 次组具有最强的放射抗拒性(平均致死剂量 D0=2.612Gy，而原始细胞株

D0=1.434Gy)，我们命名为 MHCC-97H-R；2.单次剂量 6Gy 照射后，相比 MHCC-97H，1）

MHCC-97H-R 表现出更低的凋亡率(14.47% to 25.21%, P<0.01)，Caspase 3，Bax 的表达量更

低，明显的 G2 期阻滞；2）更强的增殖能力；3）彗星实验及 EDU 掺入实验提示 MHCC-97H-R 具

有更强的 DNA 修复能力, Y-H2AX 在 MHCC-97H-R 的表达量更低；4）Epacm 的表达量更高

（99.18% to 82.10%，P<0.01）；3.LncRNA 基因芯片结果提示：较 MHCC-97H,MHCC-97H-R

细胞株筛选出 695 个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 LncRNA( Fold Change≥2,P-value≤0.05)，其中 411 个

是上调的，284 个是下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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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1）建立各亚细胞株，并筛选出最强放射抗拒性的细胞株（MHCC-97H-R）； 

（2）（2）相比 MHCC-97H，MHCC-97H-R 表现出低凋亡率，强 DNA 修复能力及高肿瘤干性等

生物学特性； 

（3）LncRNA 基因芯片提供了可能解释参与放疗抵抗性的差异 LncRNA。 

 
 
PK-045 

Establishment of a radioresistant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ancer cell line and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radioresistance mechanism 
 

Zhan Zetao,Ding Yi,Chen LongHua 
NanFang Hospital 510515 

 

Objestive  1、Establishing th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adioresistant cell line (MHCC-97H-R) ; 

2、Detecting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 of MHCC-97H-R; 3、Providing LncRNAs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mechanism in the regulation of MHCC-97H-R cell line radioresistance. 

Material and Methods  1、Establishing 4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lines with conventional 

dose fractionation mode(exposured to radiation(2GY/F) for 15times, 20 times, 25 times, 30 
times) .After each cell line exposures to different 
dose(2GY/F,4GY/F,6GY/F,8GY/F,10GY/F),colony formation assay and muti-target and one-hit 

model were used for analysis of radioresistance.2、Cell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and expression 

of epcam were detected by using flow cytometry. The CCK-8 method was used to measure cell 
proliferation. Comet assay and Edu incorporation assay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cell DNA 
damage repair capacity. Real-time PCR and Western-blo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DNA damage response and apoptosis related gene (Y-H2AX and Caspase 3,BCL-2,BAX). 

3、The LncRNA microarray about MHCC-97H-R and MHCC-97H cell line( both exposured to 

6Gy of 6MVX-ray radiation) was done by shanghai kangcheng company. 

Results  1、The 2Gy×25times group 97H-R cell lines has the strongest radiation resistantance 

(mean lethal dose D0= 2.612Gy, While the controled cell line‘s is 1.434Gy). We named it MHCC-

97H-R .2、After exposed to 6Gy of 6MVX-ray radiation , in MHCC-97H-R, 1) lower apoptotic rate 

(14.47% to 25.21%, P<0.01) ) , significant cell cycle G2 arrest(64.44% to 51.19%, P<0.01) and 

lower expression of Caspase 3，Bax appeared ;2) stronger proliferation propensity ;3 ) stronger 

DNA repair ability ，more EDU incorporated and lower expression of Y-H2AX );  4) higher 

expression of Epcam（99.18% vsus 82.10%）.3、The results of the LncRNA microarray : in 695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LncRNA of MHCC-97H-R and MHCC-97H cell line( Fold Change≥2,P-
value≤0.05), 411 with increased expression and 284 with decreased. 
Conclusion  (1)Establish 4 sublethal cell lines ,and choose the  2Gy×25times as the most 
radiation-resistantance one named MHCC-97H-R ; (2)MHCC-97H-R exhibits lower apoptotic 

propensity , significant G2 phase arrest，stronger ability of DNA repair and proliferation,higher 

expression of Epcamwhen exposed to 6Gy of 6MVX-ray radiation.(3)The LncRNA microarray 
also provide suffficent LncRNAs which are Fold Change≥2,P-value≤0.05 in  statistics may be key 
roles in radioresist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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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46 

鼻咽癌患者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损伤与基因多态性的关联性研究 

 
乐紫妤

1
 牛小爽

1
 孔琳

1
 刘勇

2
 涂文志

2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 

2.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放疗科 

 

目的  寻找与鼻咽癌患者发生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损伤的易感性相关联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

遗传标志。 

方法  收集我院鼻咽癌初治患者 27 例（2011.9-2011.11），取治疗前外周血，在治疗期间对病人进

行随访至治疗后 1 月，按 CTCAE v3.0 评价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根据黏膜炎严重程度将病人分为

CTC0-2 组和 CTC3+组。对以上两组病人的外周血 DNA 进行全基因组范围的 SNPs 筛选及 PLINK

关联分析，所用芯片为 Illumina HumanomniZhongHua-8v1。用 SNP info 软件对筛选得到的

SNPs 进行功能分析，进一步筛选位于 3‘-UTR 和 5‘-UTR 的功能性 SNPs 为候选位点，而后通过以

细胞为基础的功能性实验对候选 SNPs 进行生物学验证。 

结果  结合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和 SNP 功能预测分析得到 7 个与重度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相关联的

SNP 位点（P<0.001）.其中 rs11081899 和 rs1064753 均位于基因 ZNF24 上，且均为 ZNF24 的

eQTL 热点。在人皮肤成纤维细胞 GM0639 中下调 ZNF24 能显著降低 MMP-2 、NF-κB 的表达，

提高 RB1 及 ATM、VEGF 的表达水平。ZNF24 干扰组的细胞照射后 ROS 水平明显降低。    

结论  本研究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筛选与重度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相关的 SNP 位点。rs11081899

和 rs1064753 对鼻咽癌患者发生放疗后重度口腔黏膜损伤具有预测意义，二者均位于基因 ZNF24

上，ZNF24 可参与血管生成、DNA 损伤应答及炎症反应等多个生物途径，可能通过氧化应激以及

NF-κB 通路影响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发生发展。但是，ZNF24（rs11081899，rs1064753）对放射

性口腔黏膜损伤的预测的临床价值还需进一步在大样本人群中验证。  

 
 
PK-047 

全脑照射对大鼠树突棘和记忆力的影响 

 
丁昕 吴昊昊 田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研究电离辐射对大鼠记忆能力的影响及其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  研究对象为出生后 21 天龄 SD 大鼠，实验分为对照组和照射组，各 60 只。照射组应用单次

剂量 10Gy 对大鼠进行全脑放疗。实验观察点为放疗后 1 月、3 月。利用 Morris 水迷宫、新物体识

别实验分析其学习记忆能力，通过高尔基染色法观察海马 DG 区神经元树突棘的形态和密度变化，

western blot 测定照射前后 PSD-95 及 Drebrin 蛋白表达的变化。 

结果  ①Morris 水迷宫测试结果表明，全脑照射后 1 月，其在定向航行和空间探索实验中表现均无

差异；而在照射后 3 月，定性航行实验的第 5 天照射鼠的逃逸潜伏期较对照组增加，空间探索阶段

其在目标象限停留时间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②在新物体识别实验

中，放疗后 1 月和 3 月，照射鼠对新物体的识别指数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③高尔基染色结果显示，电离辐射后海马 DG 区树突棘密度在 1 月和 3 月分别降低了 40.58%

（p<0.01）、28.92%（p<0.01）；海马 CA1 区神经元底树突的树突棘密度在放疗后 1 月降低了

33.29%，而顶树突的树突棘密度在上述时间点均无明显变化。  ④进一步分析 DG 区和 CA1 区树

突棘形态发现，电离辐射后照射鼠海马中细长型、蘑菇型和短粗型树突棘比例呈现动态分布状态，

在不同时间、不同脑区发生不同的变化。  ⑤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照射后 1 月、3 月大鼠海马组

织中 PSD-95 蛋白表达分别降低了 25%、50%，Drebrin 蛋白表达在放疗后 1 月和 3 月表达明显降

低，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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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①单次剂量 10Gy 的全脑照射后 1 月和 3 月 SD 大鼠出现不同程度的学习和记忆力损伤。  ②

电离辐射后 1 月至 3 月，海马 DG 区和 CA1 区树突棘密度和形态均发生异常改变。  ③海马组织中

突触相关蛋白 PSD-95 和 Drebrin 的持续下降可能与树突棘异常及记忆力损伤密切相关。根据上述

研究结果表明，单次剂量 10Gy 的全脑照射损害 SD 大鼠的学习、记忆力，可能与电离辐射后引起

海马区突触相关蛋白的表达降低导致神经元树突棘发生密度和形态学改变密切相关。 

 
 
PK-048 

神经营养因子受体 P75NTR 介导放射性认知功能障碍相关的突触

和记忆力损伤的发生 

 
丁昕 吴昊昊 田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探讨神经营养因子受体 P75NTR 的异常表达是否参与了放射性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 

方法 研究对象为出生后 21 天龄 SD 大鼠，照射组大鼠给予单次剂量 10Gy 全脑照射。利用 Morris

水迷宫、新位置新物体识别实验检测其依赖海马的空间和非空间学习记忆力改变，免疫荧光染色分

析海马神经发生的改变，并通过高尔基染色法观察海马 DG 区神经元树突棘的形态和密度变化，

western blot 检测照射后突触相关蛋白 PSD-95 及 Drebrin 蛋白表达的变化。采用立体定向技术向

照射鼠的海马内注射 AAV-shp75 将异常表达的 P75 敲减，观察 SD 大鼠行为学有无改善，并进一

步观察海马神经发生及突触可塑性改变。 

结果  ①电离辐射后 2 月和 3 月 SD 大鼠海马组织中 P75NTR 在 mRNA 和蛋白水平表达均显著增

加。  ②根据激光共聚焦结果显示，正常大鼠海马中 P75NTR 与神经元标记物 NeuN 共定位，而与

神经胶质细胞标记物 GFAP 几无共染，表明海马神经元中 P75NTR 参与了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 

③通过立体定向技术向正常 SD 大鼠海马内注射 AAV8-GFP-p75 导致其记忆功能的损伤。  ④将全

脑照射后 SD 大鼠海马中过表达的 P75NTR 敲减可改善其认知功能的损伤。  ⑤将全脑照射后的

SD 大鼠海马中 P75NTR 敲减后并未改善海马神经发生障碍。  ⑥将全脑照射后的 SD 大鼠海马中

P75NTR 敲减后明显改善 DG 区树突棘密度降低的现象，树突棘形态比例异常得以逆转，同时我们

发现电离辐射后降低了的突触相关蛋白 PSD-95 和 Drebrin 的表达经 shp75 干预后表达上调。  ⑦

通过对信号分子 JNK 和 CaMkII 磷酸化水平的检测，发现信号分子 CaMKⅡ磷酸化活性降低，而

JNK 磷酸化水平未发生明显改变。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电离辐射后 P75NTR 异常表达参与了放射性认知功能的发生，这一过程可能

是通过 CaMKⅡ活性降低引起树突棘及突触相关蛋白异常，从而导致大鼠发生学习记忆力损伤。 

 
 
PK-049 

大鼠脑部照射后焦虑情绪与海马神经发生的矛盾关系 

 
范兴文 王洪兵 吴开良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 200032 

 

目的  焦虑情绪是患者接受脑部放疗后的常见副作用。本研究拟探讨脑部照射致大鼠焦虑情绪的时

间剂量效应及与海马神经发生的关系。 

方法  60 只 6-8 周龄雄性 SD 大鼠，麻醉后用 6M 直线加速器进行脑部照射 10Gy 或 20Gy，分别在

脑部照射后 2 月，12 月进行焦虑情绪测试。情绪测试包括旷场实验，高架十字迷宫，和新环境进

食抑制实验。行为学实验后制作脑切片，用免疫组化法标记 DCX+细胞（新生神经元），以测试大

鼠的海马神经发生水平。采用 Two-way ANOVA 法进行统计分析，p < 0.05 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在旷场实验中，大鼠 20Gy 照射 2 月后在测试盒中的运动距离较对照组显著减少，进入中央

区域的次数较对照组也显著减少；而大鼠 10Gy 照射 2 月后或 20Gy 照射 12 月后与对照组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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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在高架十字迷宫实验中，大鼠 20Gy 照射 2 月后对开放臂与封闭臂交界区域的探索次数较对

照组明显减少，而大鼠 10Gy 照射 2 月后或 20Gy 照射 12 月后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大鼠 10Gy 照

射 2 月后在开放臂的停留时间较对照组明显减少，而大鼠 20Gy 照射 2 月后或 20Gy 照射 12 月后

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在新环境进食抑制实验中，大鼠 20Gy 照射 2 月后进入中央区域开始进食的

潜伏时间较对照组显著延长，而大鼠 10Gy 照射 2 月后或 20Gy 照射 12 月后与对照组无显著差

异。对照组大鼠海马齿状回颗粒下区的 DCX+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而显著减少。大鼠脑部照射 10Gy

或 20Gy 后较对照组的 DCX+细胞均显著降低，并且随着剂量增加降低更剧烈。 

结论  中等剂量（10Gy）的脑部照射后大鼠表现出一定的抗焦虑作用，而大剂量（20Gy）脑部照

射后早期可以诱发大鼠的焦虑情绪，但随着时间延长可以恢复。照射诱导的焦虑情绪改变与大鼠的

海马神经发生水平的改变不一致，呈现矛盾关系。 

 
 
PK-050 

Vitamin D improves the sensitization of lung cancer to 

radiotherapy 
 

Wang Zongye
1
,Song Shujun

2
,Ren Ye

1
,Dai Zhuojie

1
,Cui Di

1
,Liu Junli

2
,Su Xiaoming

1
,Si Shaoyan

1
 

1.Department of Therapeutic Radiology and Oncology， 306 Hospital of PLA， Beijing China 

2.Center for Special Medicine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306 Hospital of PLA， Beijing China 

 

Objective  Lung cancer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cancer related death worldwide. 
Radioresistance is an obstacle in treating lung cancer. The efficacy of treatments may 
be improved by increasing the sensitivity of cancer cells to radiation therapy. Vitamin D has been 
reported to have radiosensitizing effects in cancers of the breast and the prostat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vitamin D on radiosensitization of human lung cancer cells. 
Methods  Huma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ell line A549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1,25(OH)2D3 
before irradiation with X-rays. The effect of 1,25(OH)2D3 on cell-survival following irradiation was 
evaluated by colony-forming assay. DNA double-strand breaks were detected by immunostaining 
for γH2AX foci. Cell cycle distribution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flow cytometry. Apoptotic cells 
were identified on the basis of nuclear morphology.  
Results  1,25(OH)2D3 inhibited lung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A549 
cells were radiosensitized by 1,25(OH)2D3.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for DNA content indicated 
that 1,25(OH)2D3 increased radiation-induced G2/M arrest. Apoptosis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1,25(OH)2D3 enhanced the cell apoptosis induced by irradiation.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1,25(OH)2D3 caused radiosensitization of A549 cells 
are associated with its enhancement effects on 
apoptosis and G2/M arrest induced by radiation.  
 
 
PK-051 

一氧化氮对 X 线照射肺癌细胞凋亡和 DNA 双链断裂的双向性影响 

 
苏晓明 王宗烨 任晔 崔迪 戴卓捷 马慧珍 陈芳 樊晶晶 吴清芹 申玉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放疗中心 100101 

 

目的  探讨一氧化氮在携带不同 p53 基因状态的肺癌细胞中对 X 线辐射诱导的细胞凋亡和 DNA 双

链断裂的双向性影响。 

方法  选用 p53 缺如的人非小细胞肺癌 H1299 细胞，通过稳定转染野生型 p53（wtp53）或突变型

p53（mp53）基因，得到 H1299/wtp53 或 H1299/mp53 细胞。细胞内质粒载体的稳定表达由 RT-

PCR 和限制性内切酶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RFLP）法检测。X 线照射前，细胞作用于不同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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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异山梨酯（ISDN，一种一氧化氮供体）。凋亡和 γH2AX 分别由 Hoechst33342 染色法和流式

细胞术测定。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由 Western blot 检测。 

结果  在 H1299/wtp53 和 H1299/mp53 细胞中，p53 基因 7 号外显子 RT-PCR 的产物可以观察到

清晰的 110bp 条带。7 号外显子用 MspI 或 BsrI 限制性内切酶特异性消化后，分别在 H1299/wtp53

或 H1299/mp53 细胞中，可以观察到清晰的 70 bp 条带。在 H1299/wtp53 细胞中，X 线辐射前作

用于低浓度的 ISDN（5μM），可观察到凋亡和 DNA 双链断裂的显著降低，而作用于高浓度的

ISDN（500μM），却观察到凋亡和 DNA 双链断裂的显著升高。此外，一氧化氮可双向性影响辐射

诱导的通过凋亡相关蛋白 Caspase-3 和 Bax 介导的凋亡。但是，在上述 ISDN 的任何浓度，所有

这些现象并没有在 H1299/mp53 细胞中观察到。 

结论  在肺癌细胞中，低和高浓度的一氧化氮可双向性影响 X 线辐射诱导的通过 Bax 和 Caspase-3

介导的凋亡以及 DNA 双链断裂的变化，并且一氧化氮可通过 p53 基因表达调控来影响细胞的生存

与死亡。 

 
 
PK-052 

Targeting platelet/endo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 1 

enhances cisplatin sensitivity of ionizing irradiated 

huma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wang ruoyu,zhao ming 

Department of Oncology， Zhong-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China 

116001 
 

     Combined radio-chemotherapy is the most common modality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However, emerging studies reveal that fractionated ionizing 
irradiation could lead to multidrug resistance in tumor cells, which may attenuate the efficacy of 
chemotherapy. Currently,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by which ionizing irradiation induces drug 
resistance are not well understood. We have observed that ionizing irradiation up-regulates 
multidrug resistance gene 1 (MDR1) in huma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role of platelet/endo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ar 
1(PECAM-1) in multidrug drug resistance induced by ionizing irradiation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MDR1. Our results confirmed concomitant up-regulation of PECAM-1 and MDR1 in ionizing 
irradiated CNE1 cells, a huma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 line. Silencing PECAM-1 
expression with specific small hairpin RNA (shRNA) reduced the levels of MDR1 mRNA and its 
encoding protein, P-glycoprotein (P-gp).  Furthermore, targeting PECAM-1 enhanced 
the sensitivity of irradiated CNE1 cells to cisplatin mediated cell cytotoxicity in vitro and tumor 
regression in vivo. These findings support a novel notion that PECAM-1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cquisition of multidrug resistance in tumor cells receiving ionizing 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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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53 

X 线照射剂量率对 A549 肺癌细胞周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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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莹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放疗中心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特种医学实验研究中心 

 

目的 了解不同剂量率 X 线照射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周期的影响，以期为临床制定放疗计划提供一

定的实验依据。 

方法 选取人的非小细胞肺癌细胞 A549 进行培养 48 小时，采用直线加速器行 X 线照射，照射剂量

为 6Gy, 照射剂量率分别为 1, 2,4, 6 Gy/min，照射后 24 小时收集细胞，用 70%酒精固定，RNA 酶

处理，碘化丙啶染色，采用流式细胞学的方法检测细胞周期。 

结果 X 线照射后细胞周期分布发生明显的改变，细胞在 G2/M 期发生明显阻滞，S 期的细胞明显减

少，其中以 2 Gy/min 照射的细胞 G2/M 期的阻滞最为明显。 

结论 X 照射影响 A549 细胞周期的进程，相同的剂量，不同的剂量率对细胞周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

异。选取最佳剂量率进行治疗，可能有助于提高肿瘤放射治疗效果。 

 
 
PK-054 

不同剂量率 X 线照射对肺癌细胞迁移的影响 

 
王宗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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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放疗中心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特种医学实验研究中心 

 

目的 了解相同剂量不同剂量率 X 线照射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迁移的影响，希望能为临床医师制定

放疗计划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 

方法  将 A549 细胞（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进行培养，采用直线加速器行 X 线单次照射，总剂量

为 6Gy, 剂量率分别为 1, 2, 4, 6Gy/min，照射后立即将单层贴壁细胞划痕，分别于 0 时和 24 小时

在显微镜下进行拍照，测量痕道宽度。 

结果  在划痕后 24 小时，不同剂量率 X 线照射后细胞痕道的宽度不同，以 1Gy/min 和 6Gy/min 剂

量率的 X 线照射痕道最宽，代表对 A549 细胞迁移运动的能力抑制作用最明显，4Gy/min 照射次

之，而 2Gy/min 照射细胞时，其痕道宽度与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 

结论  X 线照射对 A549 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与剂量率有关，相同的剂量不同剂量率对细胞迁移的

影响存在明显差异。选择适合的剂量率进行照射，可能有助于提高肿瘤的放射治疗效果。 

 
 
PK-055 

骨寡转移瘤低分割照射疗效初步分析 

 
陆海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10206851 

 

目的  观察低分割大剂量照射骨寡转移瘤的疗效及毒副作用。  

方法  本院收治的骨转移病人，其他部位肿瘤稳定，转移灶 1~3 个，利用精确放疗技术

（IMRT,IGRT），分别给予病灶区累及野照射 1~3 次，单次剂量 600~1200cGy。95%等剂量曲线

包绕靶区，周围正常组织剂量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特殊部位采用 IGRT 技术。  

结果  所以患者均顺利完成治疗计划，无严重毒副作用，随访 1 年，疼痛缓解率 89%，局部控制率

76%，ORR 率 95%.。骨折发生率 3%，未发生 3 级以上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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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于可以长期生存骨转移瘤患者采取低分割大剂量照射疗效肯定，毒副作用低，可以减少病

人照射次数，降低治疗费用，提高病人生活质量。 

 
 
PK-056 

不同剂量 X 射线照射对小鼠免疫系统的影响 

 
王宗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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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放疗中心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特种医学实验研究中心 

 

目的 观察不同剂量 X 射线照射下小鼠免疫系统的变化。 

方法  24 只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低剂量照射组（2 Gy/次）和高剂量照射组 （5 Gy/次），每组 8

只。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采用剂量率均为加速器设定最大值。不同剂量 X 射线对小鼠进行单次全身

照射，7 天后取眼球血, 胸腺和脾脏称重，并计算胸腺和脾脏指数。 

结果  5 Gy 组胸腺指数与对照组相比显著降低（p <0.05）, 而 2 Gy 组胸腺指数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0.05）。随着 X 线剂量的增大，脾脏指数显著降低，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 <0.05）。照射组小鼠外周血白细胞、淋巴细胞及血小板数量均较对照组有显著减少，高剂

量组外周血白细胞、淋巴细胞及血小板的数量进一步减少。 

结论  X 射线对免疫系统的损伤随着射线的剂量增加而增大，不同免疫器官对 X 射线敏感性不同，

因此，对放射治疗患者应该加强对免疫器官的保护，特别是敏感器官的保护。 

 
 
PK-057 

胶原蛋白肽对 X 线照射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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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 2 放疗中心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特种医学实验研究中心 

 

目的 了解胶原蛋白肽对 X 线照射小鼠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 

方法 采用 X 线照射，抑制小鼠的免疫功能，然后连续 7 天腹腔注射给予 600 mg 胶原蛋白肽/kg 体

质量。于第 8 天断颈处死小鼠，分别测量小鼠体质量、胸腺和脾脏质量，计算胸腺和脾脏指数；检

测刀豆蛋白 A(ConA) 诱导的脾脏 T 淋巴细胞增殖能力及脾脏 T 淋巴细胞分泌的 IL-2 的水平。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X 线照射小鼠的体质量、胸腺指数、脾脏指数、脾脏 T 淋巴细胞增殖能力及

IL-2 浓度显著降低( P ＜0.05)；腹腔注射胶原蛋白肽后，这些指标均朝对照组水平恢复。 

结论 腹腔注射胶原蛋白肽能够增强 X 线照射小鼠的免疫功能。 

 
 
PK-058 

X 线照射剂量率对肺癌细胞克隆形成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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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放疗中心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特种医学实验研究中心 

 

目的 了解相同剂量不同剂量率 X 线照射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克隆形成的影响，以期为临床制定放

疗计划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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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人的非小细胞肺癌 A549 细胞低密度培养，行 X 线照射，照射剂量为 4Gy，剂量率分别

为 1,2, 4, 6 Gy/min，照射后 8 天，将细胞行吉木萨染色，对细胞数大于 50 个的克隆进行计数，并

计算克隆形成效率及存活分数。 

结果  X 线照射后使细胞克隆形成数量明显减少，形成效率明显降低，其中以 4Gy/min 照射细胞克

隆的形成效率下降最明显，低于其它三个剂量率照射细胞克隆的形成效率。 

结论  X 线照射肿瘤细胞，同一剂量，不同的剂量率对肺癌细胞克隆形成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因

此，放疗时选取合适的剂量率，可能有助于提高肿瘤的放射治疗效果。 

 
 
PK-059 

RPA3 通过介导放射抗拒影响鼻咽癌预后的相关研究 

 
曲辰 周树 刘松然 陈晨 陶亚岚 常晖 刘珊 王晓慧 张文文 杨鑫 夏云飞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510060 

 

目的  确定 RPA3 对鼻咽癌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初步探索相关机制，并明确 RP3 作为鼻咽癌预后标

志物的临床预测价值。 

方法  通过对不同放射敏感性鼻咽癌组织标本进行 RNA-seq 筛选获得潜在放射敏感性相关分子

RPA3；免疫组化结合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与 COX 回归分析确定 RPA3 表达与鼻咽癌患者临床

预后的相关性；进一步分析 TCGA 头颈部鳞癌数据库信息验证 RPA3 与患者预后及放疗后复发情

况的相关性；通过慢病毒过表达载体和 siRNA 干预鼻咽癌细胞系中 RPA3 的表达；通过放射存活

曲线确定其与鼻咽癌细胞放射敏感性之间的关系；通过 MTT 实验确定其与细胞增殖能力间的关

系；通过 Transwell 实验确定其与细胞侵袭转移能力间的关系；通过计算分析照射后 γH2AX 焦点

形成与消退情况确定 RPA3 表达对 DNA 损伤修复的影响。 

结果  RNA-seq 数据表明 RPA3 在放射抗拒的鼻咽癌组织中表达量明显高于放射敏感鼻咽癌组织与

正常鼻咽上皮组织，免疫组化在蛋白质水平上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果；与此同时 Kaplan-Meier 分

析与 COX 回归分析显示 RPA3 高表达的鼻咽癌患者预后较差，总生存时间与无复发生存时间较

短；进一步分析 TCGA 头颈部鳞癌数据，发现 RPA3 仅与接受术后放疗的头颈部鳞癌患者的总生

存与无复发生存相关，与未接受放疗的患者预后无关，且与患者远处转移情况无关；进一步的放射

存活曲线实验与照射后 γH2AX 免疫荧光结果表明干扰 RPA3 表达能减弱鼻咽癌细胞的放射抵抗与

DNA 损伤修复能力，过表达 RPA3 能增强鼻咽癌细胞的放射抵抗与 DNA 损伤修复能力，而干预

RPA3 表达对鼻咽癌细胞增殖与侵袭能力没有影响。 

结论 RPA3 在放射抗拒鼻咽癌中高表达，能增强鼻咽癌细胞的放射抵抗与 DNA 损伤修复能力；

RPA3 的异常表达是鼻咽癌放射抗拒与不良预后的标志之一。 

 
 
PK-060 

乳腺癌中 SCUBE2 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孔祥泉 马礼钦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检测 SCUBE2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情况，探讨 SCUBE2 表达与乳腺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乳

腺癌关键基因的相关性。 

方法  应用液相芯片基因检测技术检测 152 例乳腺癌组织标本 SCUBE2、Bcl-2、Survivin 及 PTEN

基因 mRNA 表达，分析其与乳腺癌患者临床病理学资料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在乳腺癌中 SCUBE2 mRNA 的表达与 ER、PR 及 Ki67 状态密切相关（P＜0.05）；进一步

分析结果显示：中-高表达 SCUBE2 的患者 Ki67 活跃程度明显低于低表达 SCUBE2 的患者

（P=0.005, χ2=8），间接体现 SCUBE2 表达对肿瘤成长有抑制作用。Survivin mRNA 的表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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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67 状态密切相关（P＜0.05）； PTEN mRNA 表达与 ER 及 PR 状态密切相关（P＜0.05）；

Bcl-2 mRNA 表达与淋巴结转移、ER、PR 及 Ki67 状态密切相关（P＜0.05）。通过 Spearsman

等级相关法分析表明，SCUBE2 表达与 Bcl-2 及 PTEN 表达呈正相关，而 SCUBE2 表达与

Survivin 表达呈负相关（P＜0.05）。 

结论  在乳腺癌中 SCUBE2 表达与肿瘤增值密切相关，可能是乳腺癌重要预后指标。 

 
 
PK-061 

ALX1 诱导 EMT 促进肺癌侵袭和迁移的机制以及 β-榄香烯的 

 
邹丽娟 姚伟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6000 

 

目的  探讨 ALX1 作为肺癌早期诊断和预后指标的可能性，分析 ALX1 诱导肺癌细胞 EMT 分子机

制，同时研究 β-榄香烯对 ALX1 诱导的 EMT 影响 

方法 1.通过 Real time-PCR 考察肺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 ALX1 mRNA 的表达水平；利用免疫组化

考察发生淋巴结转移和未转移肺癌中 ALX1 蛋白的表达；利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研究 ALX1

的表达与肺癌病人预后情况。2.应用逆转录病毒转导构建 ALX1 高表达和基因沉默细胞模型，采用

MTT 实验观察构建细胞模型增殖能力及形态变化。通过 Western blot 和免疫荧光实验考察 ALX1

诱导肺癌细胞 EMT 情况。3.利用构建的 ALX1 高表达和基因沉默细胞模型，通过 Transwell 和基质

胶侵袭、Real time-PCR、Western blot 和荧光素酶实验考察 ALX1 诱导肺癌细胞 EMT 的分子机

制。4.利用构建的 ALX1 高表达细胞模型，通过 MTT、Transwell 侵袭、Transwell 迁移和 Western 

blot、免疫荧光实验考察 β-榄香烯对 ALX1 诱导肺癌细胞 EMT 的影响和机制。 

结果 1. 47 例肺癌组织中 ALX1 表达水平高于癌旁组织，发生淋巴结转移的 ALX1 mRNA 表达水平

高于未转移的肺癌组织。ALX1 表达水平较低的肺癌患者生存期显著长于高表达组。2.过表达

ALX1 后，细胞增殖加快，细胞形态出现间质样改变，间质细胞标志蛋白 Vimentin 和 N-cadherin

表达上调；而沉默 ALX1 则产生相反的结果。3. 过表达 ALX1 增加细胞通过 Transwell 膜和基质胶

的数量，侵袭和迁移能力增强，过表达 ALX1 提高 Snail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过表达 ALX1

提高 Snail 启动子的活性。4. β-榄香烯处理后， ALX1 过表达的细胞形态呈现上皮样改变，增殖速

度减慢，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减弱，E-cadherin 和 α-catenin 表达上调，Vimentin 和 N-cadherin 下

调。β-榄香烯降低 ALX1-pBabe-H1975 细胞 Snail 的蛋白水平。 

结论 1、ALX1 可作为潜在的肺癌标志物，用于肺癌早期诊断和治疗效果预测。2.ALX1 通过 Snail

诱导肺癌细胞 EMT，增强肺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3.β-榄香烯抑制 Snail 的表达，阻断 ALX1

诱导的肺癌细胞 EMT，减慢增殖速率，减弱细胞侵袭和迁移能力。  

 
 
PK-062 

鼻咽癌乏氧研究模型的应用研究 

 
张天

1
 董隽

1
 王成涛

1
 任玉峰

1
 Fuqiu He

2
 Gloria C. L

2
 文碧秀

1,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治疗科 

2.Department of Medical Physics and Radiation Oncology，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目的 鼻咽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放射治疗是其治疗首选。体内外研究显示乏氧明显增加肿瘤

细胞对放疗、化疗的抗拒性，降低肿瘤治疗的总体疗效。HIF1-α 是氧分压改变后，发生一系列自

适应性反应中的重要调节因子。本研究利用已建立稳定的鼻咽癌肿瘤乏氧研究细胞模型（SUNE-

1/HRE），探讨在常氧和乏氧状态下顺铂化疗联合放疗对鼻咽癌疗效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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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细胞克隆形成实验比较 SUNE-1/P 和 SUNE-1/HRE 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差异。激光共聚焦显微

镜检测 IR 后 γH2AX 焦点形成分析 DSB 损伤情况。流式细胞技术检测 GFP 表达了解乏氧情况。

Western blot 分析乏氧相关基因表达情况。 

结果 细胞克隆形成实验显示在 0, 2, 4, 6, 8 Gy 时，SUNE-1/P 和 SUNE-1/HRE 细胞放射敏感性相

似，乏氧处理致细胞对 IR 抗拒。IR 后 SUNE-1/P 和 SUNE-1/HRE 细胞 γH2AX 焦点数分别为

5.33±0.29/细胞和 6.43±1.17/细胞，IR 联合顺铂增加两种细胞株的 DSB 损伤。单纯乏氧或顺铂联

合乏氧处理后 SUNE-1/HRE 细胞 GFP 基因表达率为分别为 84.2%和 44.8%，提示 GFP 表达率降

低是因为顺铂导致乏氧细胞死亡。乏氧诱导 SUNE-1/P 和 SUNE-1/HRE 细胞 HIF-1α 蛋白表达，并

促进 Akt 473 位点的磷酸化，顺铂处理进一步增加两者的活化。 

结论 鼻咽癌肿瘤乏氧研究模型可用于常氧、乏氧模拟状态下进行放射敏感性、DNA 损伤与修复的

研究，探讨乏氧诱导相关基因表达及其潜在靶向治疗、以及比较不同肿瘤综合治疗的疗效。 

 
 
PK-063 

抑制非同源末端连接修复增加鼻咽癌细胞株放射敏感性的 

实验研究 

 
董隽

1
 张天

1
 王成涛

1
 任玉峰

1
 Fuqiu He

2
 Gloria C. L

2
 文碧秀

1,2
 

1.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治疗科 

2.Department of Medical Physics and Radiation Oncology，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 

 

目的  NHEJ 是修复 IR 引起 DSB 的主要方式，研究表明抑制 NHEJ 修复主要因子 DNA-PKcs 增加

多种肿瘤细胞株的放射敏感性。但敲除和抑制 DNA-PKcs 对鼻咽癌细胞株 DSB 修复机制的影响尚

不明确。本研究探讨抑制 DNA-PK 表达对鼻咽癌 SUNE-1 细胞株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方法 克隆存活曲线分别测定单纯 IR 和 IR 与 DNA-PK 抑制剂 NU7441 处理后 SUNE-1 细胞剂量存

活曲线。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检测 IR 后 γH2AX 焦点形成分析 DSB 损伤情况。Western blot 分析

DNA 损伤应答因子活化情况。 

结果 细胞克隆形成实验显示 IR 与 NU7441 共同处理与单纯 IR 相比，在 2, 4, 6, 8 Gy 均显著增加

MEF 细胞株和 SUNE-1 放射敏感性（p < 0.05），但对 DNA-PKcs
-/-

 MEF 细胞无影响，提示

NU7441 是特异性作用于 DNA-PK。IR 后 6 h，MEF 细胞中的 γH2AX 焦点（0.60±0.17/细胞）基

本消失；在 SUNE-1 细胞中，单纯 IR 组和 IR+NU7441 组 γH2AX 焦点数分别是 9.67±1.76/细胞和

20.8±3.79/细胞，抑制 DNA-PK 显著增加 DSB（p < 0.05）。Western blot 显示 IR 后 6 h，MEF 细

胞中磷酸化 ATM 表达较 3 h 降低，磷酸化 CHK1 表达恢复至未处理时水平。SUNE-1 细胞中

IR+NU7441 组与单纯 IR 组相比，细胞周期检查点蛋白 ATM 和 CHK1 活化增加。 

结论  IR 后正常细胞（MEF）中 DSB 损伤几乎完全修复时，肿瘤细胞（SUNE-1）中仍有大量

DSB 未修复，且应用 DNA-PK 抑制剂显著增加 DSB。IR 联合 DNA-PK 抑制剂持续激活细胞周期

检查点。因此，抑制 NHEJ 修复增加 SUNE-1 细胞放射敏感性。 

 
 
PK-064 

MicroRNA-218 靶向抑制 BRCC3 基因增强结肠癌放疗 

敏感性的研究 

 
邱鸣寒 吴志强 程菁菁 丁小凤 赵金琳 袁智勇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 300060 

 

目的  结肠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消化道系统肿瘤之一。放射治疗是其重要的治疗手段，但放疗抵抗仍

是导致患者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Micro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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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作为一种潜在的抑癌因子，在肿瘤的发生发展及预后评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 MIR-218 在

放射敏感性中的作用及其机制却鲜有报道。BRCC3 蛋白是乳腺癌易感复合物（BRCC）的亚基之

一，在 DNA 损伤修复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其具体调控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揭示 miR-218 在

结肠癌放疗敏感性中的作用及其机制，进而为结肠癌的临床放射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方法  采用脂质体转染法在结肠癌细胞系中过表达及抑制 miR-218，通过细胞克隆形成实验和流式

细胞术检测其放疗敏感性。通过生物学软件预测、免疫印迹、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等验证 BRCC3

为 miR-218 的靶基因。通过免疫荧光检测放疗后细胞 DNA 损伤及修复情况。通过 NCBI/GEO 数据

库数据分析及 qPCR 检测结肠癌细胞中 miR-384 的表达水平，通过免疫组组织化学染色法进一步

检测 BRCC3 在结肠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结果  应用脂质体转染法在 HT29 和 SW480 细胞中过表达及抑制 miR-218。实验发现，过表达

miR-218 增强结肠癌细胞放疗敏感性，而抑制 miR-218 导致放疗抗拒。通过软件分析发现，

BRCC3 为 mir-218 的潜在靶基因。免疫印迹、RT-PCR 及双荧光素酶报告实验证实，miR-218 能

够作用于 BRCC3 基因的 3‘UTR，影响其蛋白的表达。进一步功能实验表明，过表达 miR-218 抑制

DNA 损伤修复、促进细胞凋亡；抑制 miR-218 则促进 DNA 损伤修复、抑制细胞凋亡。免疫组化结

果显示，BRCC3 在结肠癌癌组织中表达上调。基因芯片数据分析及 qPCR 检测发现，miR-218 在

结肠癌细胞和组织中低表达，且其表达水平与 BRCC3 表达水平负相关。 

结论  在结肠癌细胞中，miR-218 可靶向抑制 BRCC3 基因表达，增强其放疗敏感性。miR-218 有

望成为预测结肠癌放射治疗效果的新分子靶标。 

 
 
PK-065 

主动呼吸控制技术在右侧乳腺癌放射治疗中的应用 

 
朱丽晶 闫婧 刘娟 周霞 任伟 高山宝 刘宝瑞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探讨右侧乳腺癌放射治疗中应用主动呼吸控制技术（active breathing control, ABC）的耐受

性和价值。 

方法  16 例病理诊断为浸润性导管癌或导管原位癌的右侧乳腺癌患者在保乳手术或改良根治术后，

给予辅助性放疗时配合使用 ABC 技术。定位前对每例患者进行呼吸训练并记录下阈值，分别在自

由呼吸（FB）状态和适度深吸气（mDIBH）状态下给予 CT 扫描。由物理师对两种状态下靶区分

别设计优化治疗计划，照射范围为患侧乳腺/胸壁和/或锁骨上下区，处方剂量 50Gy/25 次，保乳术

后患者瘤床加量至 60Gy/30 次。乳腺及胸壁照射采用以切线野为主野的调强治疗方式，比较各计

划受照射的肺体积占全肺体积的百分比以及肝脏照射体积百分比等参数，按照呼吸控制技术条件下

的治疗计划实施治疗。 

结果  本研究中每次照射患者深吸气屏气的时间约 20~40 秒/次，治疗时间约 15 分钟左右，患者配

合度好，均能顺利完成放射治疗。1 例患者治疗 4 周后出现轻度乏力，其余患者均无不良反应，耐

受性良好。受照射肝脏的平均体积：FB 为 67.23±29.95 cm3，mDIBH 为 29.74±21.27 cm3，两者

比较 mDIBH 显著降低 55.76%（p=0.0000）；受照射肺的体积占全肺体积的百分比分别为：FB 

14.47±2.90%，mDIBH 11.06±2.28%，两者比较 mDIBH 明显下降达 23.57%（p=0.000）。 

结论  右侧乳腺癌患者术后辅助放疗采用主动呼吸控制技术，耐受性良好，肝脏及肺组织的照射体

积明显下降，对于肝、肺等正常组织的放射性损伤具有保护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479 

 

PK-066 

大剂量 X 线照射及 CpG ODN 对肺腺癌 PD-L1 表达的 

影响及机制研究 

 
陈学 罗幼君 乔田奎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1508 

 

研究背景  非小细胞肺癌放疗后的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是治疗失败的主要的问题，肿瘤细胞免疫逃

逸是关键之一。PD-L1 是肿瘤免疫逃逸的主要分子，肺癌高表达。研究表明大剂量照射联合免疫治

疗可以提高肿瘤局部控制和总生存期，但机制研究较少。 

目的  本研究探索大剂量照射肺腺癌对 PDL-1 表达的影响，以及 Toll 受体 9 激动剂 CpG ODN 对肺

癌 PD-L1 表达作用和机制。方法  研究采用肺腺癌 H460 细胞株，本研究分为四组，对照组，CpG 

ODN 组，X 线组，X 线联合 CpG ODN 组。X 线组和 X 线联合 CpG ODN 组经过反复大剂量 X 线

照射及 CpG ODN 反复刺激，CpG ODN 组仅 CpG ODN 反复刺激。各组细胞通过 western blot 以

及 qPCR-RT 检测 TLR9、PDL-1、NF-κB p65、P50 基因的表达，siRNA 敲减 NF-κB p65 表达。 

结果  基因表达水平方面 PD-L1 表达 X 线组高于对照组（P<0.05）; X 线联合 CpG ODN 组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TLR9 表达 X 线联合 CpG ODN 组高于对照组（P<0.05）;而且 NF-κB p65 表

达 X 线联合 CpG ODN 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siRNA 敲减 NF-κB p65 后，基因水平检测

PD-L1 表达 X 线组低于对照组（P<0.05）；X 线联合 CpG ODN 组 PD-L1 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结果与敲减 NF-κB p65 之前的表达相反。 

结论  研究发现大剂量 X 照射可以促进肺腺癌 H460 细胞 PDL-1 表达，而 X 线联合 CpG ODN 组可

明显降低肺腺癌 PDL-1 表达，其作用途径可能与抑制 NF-κB p65 的表达有关。  

 
 
PK-067 

附子联合 X 线照射对小鼠肺癌抗肿瘤作用和机制的研究 

 
张琪 罗幼君 乔田奎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201508 

 

      放射治疗是治疗恶性肿瘤的重要手段之一，X 线照射杀伤肿瘤的同时，也损伤机体正常细胞，

尤其是免疫细胞，损伤免疫功能。中药附子，具有回阳救逆、散寒止痛等功效，广泛应用于恶性肿

瘤的中医治疗，但附子与 X 线照射联合作用研究目前较少。目的：采用体内体外实验，研究附子水

煎液联合 X 线照射对小鼠肺癌抗肿瘤作用和机制。方法：采用 Lewis 肺癌荷瘤小鼠分为 4 组：对照

组、X 线照射组、附子组、附子联合 X 线照射组，分别进行 X 线照射及附子腹腔注射治疗。定期测

量小鼠肿瘤体积、观察小鼠生存期。TUNEL 法检测移植瘤细胞凋亡情况、RT-PCR 检测移植瘤

PD-L1 分子 mRNA 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移植瘤 PD-L1 蛋白表达水平、蛋白悬浮磁珠法检

测血浆中各类细胞因子含量及流式细胞术检测小鼠脾淋巴细胞中 Treg 细胞在 CD4+T 淋巴细胞所占

比例等。体外实验、通过克隆扩增和细胞凋亡，检测附子对 A549 细胞的辐射敏感性。结果：X 线

照射联合附子能够显著延长小鼠生存期（p<0.05）；细胞凋亡率明显高于其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X 线照射后小鼠血浆中 IL-2、IL-5、IL-6、IL-12 明显降低，而联用附子后，荷瘤小鼠细胞因子

有所升高；血浆中 IL-10、TGF-β 含量单纯 X 线照射组有一定程度升高，联合组 IL-10、TGF-β 含

量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Western Blot 与 RT-PCR 结果，X 线照射能够明显升

高移植瘤 PDL-1 蛋白和 PDL-1mRNA 分子的表达，而与附子联用后，能够有效降低移植瘤细胞

PDL-1 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附子能激活免疫，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体外实验

检测附子对 A549 细胞的辐射敏感性。结果，平均致死剂量 D0 单纯照射组和附子联合 X 线照射组

细胞分别为 1.94 Gy 和 1.84 Gy，增敏比为 1.05。流式细胞术检测 X 线照射联合附子对细胞凋亡的

影响，照射组与附子联合 X 线照射组细胞凋亡率分别为 1.58％、 1.8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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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结论：附子联合 X 线照射对小鼠移植瘤有明显抑制肿瘤生长，促进肿瘤凋亡，改善免疫

功能，降低肿瘤免疫逃逸作用。但附子对肺癌细胞直接 X 线照射增敏作用不很明显。提示附子联合

放射治疗提高对肺癌的抗肿瘤作用，主要是通过修复 X 线照射引起的免疫功能损伤而发挥作用。  

 
 
PK-068 

乳腺癌 MCF-7 细胞 CD44+CD24-表达与放化疗抵抗及转移潜能相

关性研究 

 
周伟 翁克贵 孙卯 蒋勇 吴永忠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400030 

 

目的  明确乳腺癌 MCF-7 细胞 CD44+CD24- 表达是否具有放化疗抵抗性， 并研究其转移潜能相关

性。 

方法  无菌条件下通过 FACS 分选出 CD44+CD24-和 non CD44+CD24- 

MCF-7 两组细胞，进行同种条件下传代培养，采用不同浓度 5－氟尿嘧啶(5－FU) 及医用 X 射线对

两组细胞进行干预，对比检测两组细胞经干预后的生物学特性差异、体外侵袭能力及侵袭关联基因

表达差异。MTT 实验检测两组细胞经不同药物浓度的 5－FU 处理后细胞增殖率差异；流式细胞术

检测经不同种药物浓度的 5－FU 处理后两组细胞的周期及凋亡；彗星实验检测两组细胞经医用 X

射线照射后细胞 DNA 的损伤；蛋白质印迹法检测两组细胞侵袭相关基因 PRDM14 表达；基质胶侵

袭性实验用于对比两组细胞体外侵袭能力差异。 

结果  CD44+CD24- MCF-7 细胞增殖抑制率较 non CD44+CD24- 

MCF-7 细胞明显下降（P <0.01）； 细胞凋亡率较 non CD44+CD24- 

MCF-7 细胞显著降低（P =0.014）；静止期（G0 / G1 期）较 non CD44+CD24- MCF-7 细胞明

显增多为（P =0.025）； DNA 损伤（4Gy Olive 尾距值）较 non CD44+CD24-MCF-7 细胞轻

（P<0.0001）；体外侵袭能力较 non CD44+CD24-MCF-7 细胞更强（P=0.0076）；PRDM14 蛋

白表达较 non CD44+CD24-MCF-7 细胞上调（P<0.01）。 

结论  CD44+CD24-MCF-7 细胞相比 non CD44+CD24-MCF-7 细胞具有明显不同的细胞生物学特

性，表明 CD44+CD24-MCF-7 表达细胞不仅具有明显的放化疗抵抗性，而且具有一定的转移潜

能，在乳腺癌的化疗耐药或晚期转移中可能扮演一定的作用。 

 
 
PK-069 

Notch 信号通路对非小细胞肺癌干细胞辐射抗性的调控 

作用及机制 

 
姜新 曲雅勤 马利新 孙小梅 王利波 赵钦 闫雷 董丽华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从人肺癌细胞株分离非小细胞肺癌干细胞（NS-CSC），观察射线对此 NS-CSC Notch 信号

通路的影响，研究 Notch 信号通路对肺癌干细胞辐射敏感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体外分离、鉴定 NS-CSC，应用射线照射细胞，测定 Notch 信号通路的活性，根据上述活性

结果分别处理 NS-CSC，后接受 X 射线照射，进行增殖实验、体外克隆形成能力和细胞凋亡检

测，观察 CSC 对射线的反应，分析出 Notch 信号通路活性对 NS-CSC 辐射抗性的调控作用。反向

证明 Notch 信号通路活性对 NS-CSC 辐射抗性的直接调控作用。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磷酸化的

Chk1、Chk2 和 Akt 的表达，分析 PI3K/AKT 信号通路的变化。 

结果  体外分离并成功鉴定 NS-CSC，照射 NS-CSC 及 N-NS-CSC，未接受照射的细胞作为对照；

Renilla-荧光素酶试剂盒检测 Notch 通路活性，表明 NS-CSC 细胞 Notch 活性均高于 N-NS-C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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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接受 X 射线照射四种细胞的 Notch 活性均显著升高，明显高于未照射组

（P?0.05）。Real-time PCR 方法检测 Notch 靶基因的变化，无论是否接受射线照射，NS-CSC

细胞 Notch 靶基因表达均高于 N-NS-CSC（P?0.05）；而接受射线照射后 Notch 靶基因的表达显

著高于未照射组（P?0.05）。用 Notch 通路特异性抑制剂 γ-分泌酶（DAPT）预处理 NS-CSC 细

胞后照射，DAPT 处理 NS-CSC 细胞后射线照射显著抑制了增殖；以及 NS-CSC 细胞的克隆形成

能力显著下降（P?0.05），经 DAPT 处理后 X 射线使该两种细胞的克隆形成数进一步下降；射线

可以使 NS-CSC 细胞出现凋亡现象（P?0.05），但经 DAPT 处理后 X 射线使该两种细胞的凋亡明

显增加（P?0.05）。利用 γ-分泌酶及携带 NICD 的慢病毒系统同时处理 NS-CSC 后照射，NS-

CSC 增殖能力及凋亡细胞数显著低于 DAPT 处理组。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磷酸化的 Chk1、

Chk2 和磷酸化的 Akt 的表达，DAPT 处理组 Chk1、Chk2 和磷酸化 AKT 的表达显著降低。 

结论  成功从肺癌细胞株中分离并鉴定 NS-CSC，阐明降低 Notch 信号活性能增加 NS-CSC 的辐射

敏感性，且其作用可能与 Chk1、Chk2 及 AKT 相关。 

 
 
PK-070 

The Rehabilitation Influence of Human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BMSCs) 

on Radioactive Artery Injury 
 

Jiang Xin,Qu Yaqin,Xia Chengcheng,Chang Pengyu,Qu Chao,Dong Lihua*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30021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Radiation therapy would damage the normal tissue around. By the 
means of radiation therapy, artery, vessel surrounded cancer cells in chest would be injured 
inevitably. The incubation period of damage on tissue haven‘t come to a conclusion. Early clinic 
have found that artery inwall have been incrassate in two-year radiation therapy and artery 
stricture and arteriosclerosis have increased in five-year radiation therapy. According to some 
literatures, radiation would damage vessel cells and initiate downstream reaction, artery inwall 
incrassate, thrombus formation and vascular stenosis or occlusion. Up to now, the main treatment 
is to combine antibiotics and hormone to restrain inflammatory factors from release and lighten 
reactive symptom caused by radiation. However, there haven‘t been some reports about whether 
the damage of vessel have been treated. Human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BMSCs）are a group of stem cells from mesoderm, which have great potential to molecules 

exudate and differentiate. These molecules will become seed cell in the field of tissue engineering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Meanwhile, these molecules have gained a satisfied treat effect in 
animal model.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thesis will carry out researches on whether hBMSCs 
have the rehabilitation influence on radioactive vessel treatment, on time length, on multi-links 
interactive, on inter-influence of radiation therapy. It haven‘t got the conclusion that concrete 
research mechanism on vessel damage. 
Methods  In order to build radioactive artery damage model, 100 mice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matched group (radiation therapy +PBS), LD hBMSCs (radiation therapy +1× 103 
hBMSCs /g) and HD hBMSCs (radiation therapy +1× 104 hBMSCs /g). Inject 10% chloral hydrate 
10ul/g into abdomen of one mouse to give it a anesthesia in 2-5 min, fix it lying on its back on a 
self-made fixing device, ray it by 6MV-Xray by 18Gy once, shield lungs by lead shields, inject 

PBS 、LDand HD hBMCs, observe the situation death of mouse and collect blood of artery and 

vena ophthalmica from different time, and processed for light microscopic and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check inflammatory factors of vessel and oxidative stress and apoptosis related 
factors. 
Result  1. During the treatment of thoracic neoplasms, it has been verified that it damaged artery.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have been ob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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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fter the treatment of hBMCs, it has alleviated the damage of artery, raised the rate of survival 
and enhanced the rehabilitation of artery damage. 

3. By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of hBMCs, de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ICAM、TNF-α、、TGF-β1 

and CTGF, restrain ROS, increase eNOS expression, decrease the rate of vessel apoptosis and 
effectively repair damaged vessel. 
Conclusion  By the experiment of the model of radioactive injury on artery and rehabilitation 
mechanism, it has found out that hBMSCs can alleviate the vessel damage in the field of 
histology and function, decrease the rate of apoptosis. HD hBMSCs obviously promote the 

rehabilitation of damage caused by vessel. During radiation therapy, ICAM，TNF-α，ROS，
Nitrotyrosine in vessel has increased, oxidation damage became worse, apoptosis has also 
increased. HBMSCs can restrain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ROS, alleviate the injury of oxidative 
stress. It can also restrain artery apoptosis after radiation therapy. 
 
 
PK-071 

Stattic 通过抑制 Stat3 和 HIF-1α 途径增加食管癌裸鼠移   

植瘤的放射敏感性 

 
张曲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  探讨 Stattic 对食管癌 ECA109 细胞裸鼠移植瘤的放射增敏效应及其可能作用机制。 

方法  建立食管癌 ECA109 细胞裸鼠移植瘤模型；移植瘤平均体积增至约 125mm3 时，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将裸鼠 24 只分 4 组：对照组、单纯药物组(25mg/kgStattic)、单纯照射组(4Gy）、药物+照

射组（25mg/kgStattic+4Gy）。25 天后测量移植瘤体积，计算肿瘤体积抑制率，并对移植瘤标本

进行 Western blot 检测移植瘤组织中 Stat3、HIF-1α 及 VEGF 蛋白的表达。 

结果  药物+照射组裸鼠移植瘤体积为（705.1±75.5）mm3，显著低于单纯药物组

（1696.5±100.6）mm3 和单纯照射组(1113.5±101.4) mm3（P＜0.05），其抑制率达

(66.1±3.2)%。Western blot 检测发现，药物+照射组移植瘤组织中 Stat3、HIF-1α、VEGF 蛋白表

达水平较单纯照射组明显降低。 

结论  Stattic 对食管癌 ECA109 细胞裸鼠移植瘤具有放射增敏作用，可能与其抑制 Stat3、HIF-

1α、VEGF 途径有关。 

 
 
PK-072 

MGMT 和 Survivin 在不同放化疗敏感性的食管鳞癌细胞株的 

表达比较 

 
程旭 赵于飞 

安徽省肿瘤医院 230031 

 

目的  检测不同食管鳞癌细胞株中的放化疗敏感性，并比较在不同放化疗敏感性的食管鳞癌细胞株

中 MGMT 和 Survivin 的表达情况。 

方法  MTT 实验测定不同食管鳞癌细胞株在不同浓度顺铂和氟尿嘧啶药物中的存活分数，并利用

IC50 值评估细胞株的化疗耐受性；求出用克隆形成实验测定不同食管鳞癌细胞株中不同剂量照射

后的存活分数 , 用单击多靶模型拟合剂量存活曲线并求出放射生物学参数 D0、 Dq、 N、 SF2 以

评价细胞株的放射敏感性；Western blot 检测食管癌放化疗敏感细胞株和耐受细胞株中 MGMT 和

Survivin 的表达，检测蛋白条带的吸光度值做半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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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MTT 试验中，TE-1 在顺铂和氟尿嘧啶中的 IC50 值均高于 KYSE-70；克隆形成实验中，比较

不同食管鳞癌细胞株的放射敏感性 TE-1 较 KYSE-70 对放射线耐受。Western blot 显示在不同食管

鳞癌细胞株中 MGMT 和 Survivin 的表达在 TE-1 中均高于 KYSE-70。 

结论 在对放射线和化疗药物敏感细胞株中（KYSE-70）MGMT 和 Survivin 的表达均高于耐受细胞

株（TE-1）。 

 
 
PK-073 

LASP1 在鼻咽癌转移及放疗敏感性中的功能与机制研究 

 
江宁 宋丹 宗丹 王德军 何侠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研究目的  世界上 40%的鼻咽癌发生于中国。远处转移是其治疗失败主要原因。明确鼻咽癌转移分

子机制，是实现鼻咽癌精准治疗的必要途径。LASP1 基因在多种肿瘤发生进展过程中起重要作

用。然而，其与鼻咽癌的关系目前尚未见报道。本研究旨在阐明 LASP1 在鼻咽癌中的功能及机

制。 

方法  采用 IHC 检测 100 例鼻咽癌组织中 LASP1 的表达情况，分析其表达水平与患者临床病理参

数及生存的关系。采用 Western-Blotting 检测 7 例鼻咽癌细胞和正常鼻咽上皮细胞 NP-69 中

LASP1 表达情况。选择 CNE2 和 SUNE1 细胞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上调和下条 LASP1 表达。划痕

试验、Transwell 小室迁移和侵袭实验阐明 LASP1 在体外对鼻咽癌细胞迁移、侵袭能力的影响，

MTT 和克隆形成实验检测 LASP1 对鼻咽癌细胞放疗敏感性的影响。鼻咽癌尾静脉注射转移成瘤模

型明确 LASP1 对鼻咽癌细胞体内转移能力的影响。裸鼠成瘤模型明确 LASP1 对鼻咽癌细胞体内放

疗敏感性的影响。 

结果  LASP1 在鼻咽癌细胞株中表达显著高于 NP-69 细胞株。LASP1 高表达与鼻咽癌患者临床分

期显著相关（P=0.02）。LASP1 高表达患者总生存（OS）、无进展生存（PFS）显著低于低表达

患者（P=0.03）。多因素分析表明 LASP1 是鼻咽癌患者预后独立预测指标（P<0.01）。鼻咽癌细

胞中高表达 LASP1 可显著增强其体外侵袭和转移能力，并能减弱其对放射线的敏感性。采用特异

性 siRNA 下调 LASP1 则有相反的作用。LASP1 高表达 CNE2 和 SUNE1 细胞经尾静脉注射后，其

肺转移灶显著多于对照组细胞（P < 0.001）。高表达 LASP1 鼻咽癌 CNE2 与 SUNE1 细胞体内成

瘤后，经 8Gy 单次照射后其肿瘤体积明显大于对照组(P=0.02)。 

结论  LASP1 在鼻咽癌中通过促进侵袭转移、降低放疗敏感性发挥促进肿瘤进展的作用，有可能成

为鼻咽癌治疗新的治疗靶点。 

 
 
PK-074 

核糖核酸对 γ 线照射肠道粘膜免疫屏障的保护性作用 

 
苏晓明 王宗烨 任晔 崔迪 戴卓捷 马慧珍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放疗中心 100101 

 

目的  通过观察核糖核酸对受照小鼠肠粘液中免疫球蛋白含量变化来探讨其对损伤的肠道粘膜免疫

屏障的保护作用。 

方法  BALB/c 小鼠于实验前一天按完全随机法分为正常对照组、照射对照组和核糖核酸组，设照后

1d、3d、5d 共 3 个时间点，用 60Co γ 线进行腹部一次照射，剂量率为

(228.03~249.12)cGy/min，剂量为 1150 cGy。于照后 1~3h 采用局部肠腔扩张注入法给小鼠空肠

肠腔内注入核糖核酸，照射对照组小鼠只在肠腔内注入等量无菌生理盐水，于照后不同时间点麻醉

解剖小鼠，以免疫浊度检测法检测小鼠肠粘液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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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照后 1、3、5d 照射对照组和核糖核酸组小鼠肠粘液中免疫球蛋白 sIgA 和 sIgG 含量均显著

下降(P<0.01)，且核糖核酸组明显高于照射对照组(P<0.01)；在照后 3d 处于最低值时，核糖核酸

组 sIgG 含量与照射对照组无显著差异，至照后 5d 核糖核酸组 sIgG 含量有所回升(P<0.01)。 

结论  核糖核酸可增强 sIgA、sIgG 的分泌，促进辐射致肠道免疫损伤的修复及肠道病理形态结构的

改善。  

   
 
PK-075 

PKCα 通过磷酸化 p21 调节鼻咽癌分化程度影响放射敏感性 

 
张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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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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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琴

1
 张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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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湘雅医院肿瘤科 

2.湖南省分子放射肿瘤学重点实验室 

3.中南大学分子医学中心 

 

目的  放射治疗是鼻咽癌最主要的治疗方法。本研究目的之一在于探究调控放射敏感性的关键分子

机制，以确定逆转放射抵抗的关键靶点；其二在于建立与鼻咽癌放射敏感性相关的分子分型，以预

测放射治疗反应，为鼻咽癌患者提供个体化治疗。 

方法  我们在鼻咽癌细胞株 CNE2 的基础上建立了鼻咽癌放射抵抗细胞株（简称为 CR）。通过克

隆形成实验、流式细胞术等实验检测了 CR 细胞的放射抵抗特性，通过免疫荧光、WB 等实验验证

了 CR 细胞中重要激酶的改变、p21 的磷酸化改变。通过干扰 p21 及 PKCα，验证 PKCα-p21 通路

放射抵抗的机制。随后建立小鼠移植瘤模型在体内验证了体外实验的发现。最后在鼻咽癌临床病理

标本中分析 PKCα/p-p21(Ser146)与 WHO 组织学分型的相关性，并探讨了 PKCα/p-p21(Ser146)与

放射治疗反应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在体外实验中，我们发现 p21 的上调和胞浆表达与鼻咽癌细胞的放射抵抗相关。PKCα 通过

磷酸化 p21 的 ser146 位点使 p21 胞浆聚集，抑制 caspase8 凋亡通路，导致放射抵抗。通过细胞

实验和动物实验，我们发现干扰 PKCα 后，使得磷酸化 p21 和胞浆型 p21 减少而逆转放射抵抗。

在临床病例的验证中，我们发现 PKCα 在角化性癌及非角化性分化型癌 (WHO type I, II)中表达较

高，而在非角化性未分化癌（WHO typeIII）中，PKCα 常常表现为下调甚至缺失(I vs III 和 II vs III, 

p<0.001)。同样，磷酸化 p21-ser146 与 PKCα 的表达存在类似的表现(I vs III 和 II vs III, p<0. 1)且

两者具有较高的相关性(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412, p<0.01)。最后，我们通过对临床病例的放

射敏感程度分析，发现 PKCα 在放射欠敏感组（LS）中的表达较放射敏感(RS)组高，P<0.01；p-

p21(Ser146)亦有类似表现，P<0.001. 

结论  PKCα 通过磷酸化 p21 ser146 导致 p21 胞浆积聚, 抑制 caspase 8 通路，进而导致放射抵

抗；靶向 PKCα 的药物可能成为有潜力的放射增敏剂；PKCα/p-p21(Ser146)通过调控鼻咽癌的分

化程度影响放射敏感性；PKCα/p-p21(Ser146)是鼻咽癌放射敏感性分子分型的潜在标志物。 

 
 
PK-076 

Evaluation of exosomal miRNAs from plasma as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NSCLC 
 

Jin Xiance ,Xie Congying,Huafang Su 
the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00 

 

Objective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and high mortality 
rate carcinoma in China which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are limited. Therefore, novel biomarkers 
and methods with increased specificity for diagnosis are explored and required. For now, liquid 
biopsy for lung cancer oncogenes and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technique are extensive 
employed in NSCLC.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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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 evidence illustrates that exosomal microRNAs in circulating fluids provide a promising 
way as biomarkers for noninvasive cancer diagnosis. Exosomes are 30–150 nm particles which 
are released from cells into the extracellular environment and stable miRNA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plasma exosomes, which play important role in cell communication. Furthermore, exosomal 
miRNAs present different profiles 
between patients with cancer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Whether exosomal miRNAs could benefit 
NSCLC patient diagnosis remains to be explored. 
Methods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40 NSCLC patients and 24 healthy volunteers 
matched with age, gender and blood collection time. Plasma exosomes were accessed by 
110,000×g ultracentrifugation and visualized by NS300 equipment. The raw data of exosomal 
miRNA profiles of NSCLC patients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generated by NGS around 400× 
read depth and its expression were measured by Taqman probe quantitive PCR. 
Result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revealed that nearly half of exosome RNA was miRNA and 
NSCLS patients expressed a set of exosomal miRNAs with specificity compared with healthy 
volunteers. We demonstrated that miR-126-5p and miR-21-3p were down-regulated in NSCLC 
patients. In addition, we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124-3p and miR-99a-3p in 
NSCLC pati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healthy individuals. Furthermore, we found miR-99a-3p 
was clinical stages related in NSCLC patient plasma and miR-375-3p was a potential 
biomarker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in NSCLC.  
Conclusion  Exosomal miRNAs in plasma could indicate the progress of NSCLC and a 
combination of the explored miRNA could serve as a promising biomarker for NSCLS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PK-077 

Exosomal proteomics analysis reveal new targets for 

radiation-induced lung toxicity diagnosis 
 

Jin Xiance ,Xie Congying 
the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00 

 

Objective  radiation-induced lung toxicity (RILT) are observed today in patients who have 
undergone thoracic irradi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lung malignancy. Radiation-induced damage to 
normal lung parenchyma remains the dose-limiting factor in chest radiotherapy. However, the 
radiative dosage is not effective for most of patients because of avoiding RILT. Therefore, novel 
diagnosis methods reveal individual potential RILT are required. For now, increasing evidence 
illustrates that exosomes in circulating fluids provide a promising way as biomarkers for 
noninvasive disease diagnosis. Exosomes are 30–150 nm particles which are released from cells 
into the extracellular environment and thousands of proteins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plasma 
exosomes. Whether exosomal proteomics analysis could benefit lung cancer patients with 
appropriate radiative dosage and prevent RILT remains to be studied. 
Methods   Plasma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RILT patients with grade I and II, and no RILT 
individuals matched with age, gender and blood collection time after 10 to 30Gy radiation within 6 
months. Plasma exosomes were accessed by 110,000×g ultracentrifugation and visualized by 
NS300 equipment. The raw data of exosomal proteomics profiles of RILT patients and no-
RILT individuals were generated by LC-MS and its expression were verifi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revealed 17 exosomal protein participated in wounding 
response and two of them were correlated with RILT clinic stage. A2M (Alpha-2-macroglobulin) 
was decreased in RILT patients and FGB (Fibrinogen beta chain) was increased in RILT patients. 
Furthermore, A2M was decreasing from no radiative damage patients to that of RILT grade I to II, 
and the FGB expression in exosomes showed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RILT from low to high level. 
The patients with low FGB expression in plasma exosomes 
could tolerate higher radiative dosage until the FGB was upregulated in pla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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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LC-MS is an efficient method for exosomal proteomics analysis and we reveal two 
stable targets A2M and FGB, which could indicate the potential of patients suffering RILT after 
radiotherapy. The two novel targets could serve as promising diagnosis biomarkers for avoiding 
RILT. 
 
 
PK-078 

PDTC 阻断炎症通路减轻大鼠放射性心脏损伤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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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2.河北医科大学生理教研室 

 

目的 建立急性放射性心脏损伤（RIHD）大鼠模型，观察心肌组织病理学变化，探讨其发生机制并

研究吡咯烷二硫代氨基甲酸盐（PDTC）对 RIHD 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方法 成年雄性 SD 大鼠 21 只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单纯照射组和 PDTC+照射组。照射处理为心

前区接受 20Gy 单次剂量；PDTC 处理为照射前 30min 以 120mg/kg 腹腔注射 PDTC，1 次/日，

d1-14。照射后第 14 天取心脏组织进行 HE 及 Masson 染色观察病理学变化，行 Western blot 及

qPCR 分别检测心肌组织 NF-κB 家族成员 P50、P65，低氧诱导因子-1α（HIF-1α）、结缔组织生

长因子（CTGF）、Ⅰ型胶原（COL-1）蛋白及 mRNA 表达量的变化 

结果 形态学：HE 染色：单纯照射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心肌细胞水肿明显，间质大量炎症细胞浸

润,成纤维细胞增多。PDTC 干预后再照射上述损伤得到改善。Masson 染色：单纯照射组胶原纤维

广泛分布于心肌细胞间质，较对照组明显增多，正常心肌细胞有被胶原纤维替代的趋势。定量分析

单纯照射组心肌胶原容积分数（CVF）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PDTC 处理后再照射 CVF 下降 

(P＜0.05)。 Western blot 和 qPCR：心肌组织 P50、P65、HIF-1α、CTGF、COL-1 蛋白表达及

mRNA 水平单纯照射组较对照组均升高(均 P＜0.05)。心肌组织 P50、P65、HIF-1α 蛋白表达及

mRNA 水平 PDTC+照射组较单纯照射组下降(均 P＜0.05)；CTGF 蛋白表达及 mRNA 水平 PDTC+

照射组较单纯照射组均为有下降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COL-1 蛋白表达

PDTC+照射组较单纯照射组下降(P＜0.05)，mRNA 水平 PDTC+照射组较单纯照射组有下降趋

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放射线照射早期可出现心肌炎症及纤维化，启动 NF-κB 炎症通路，病理表现为心肌细胞水

肿，间质大量炎症细胞浸润，成纤维细胞及胶原纤维增多；放射线照射可引起 HIF-1α、CTGF 表

达上调，其可能与心肌炎症及纤维化相关，在急性 RIHD 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PDTC 能够抑制

NF-κB 炎症通路激活,减轻急性放射性心肌炎症及纤维化，同时下调 HIF-1α 的表达，提示可能通过

抑制炎症通路，进而抑制 HIF-1α 转录，使急性放射性心脏损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PK-079 

Glycyrrhetinic Acid Alleviates Radiation-induced Lung 

Injury in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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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2.Key Laboratory of Radiation Biology（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jian Province University 

3.Fujian Key Laboratory of Individualized Active Immunotherapy 
 

OBJECTIVE  Radiation-induced lung injury (RILI)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of thoracic 
radiotherapy, but efficacious therapy for RILI is lacking. This study ascertained if glycyrrhetinic 
acid (GA; a functional hydrolyzed product of glycyrrhizic acid which is extracted from h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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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orice) can protect against RILI and investigate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TGF)-β1/Smads signaling pathway. 
METHODS and MATERIALS  C57BL/6 mice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control group, GA group 
and 2 irradiation groups. Irradiation groups were exposed to a single fraction of X-rays (12 Gy) to 
the thorax and administered normal saline (IR+NS group) or GA (IR+GA group). Two days and 
17 days after irradiation, histologic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degree of lung injury, 
and expression of TGF-β1, Smad2, Smad3 and Smad7 recorded.  
RESULTS  GA administration mitigated the histologic changes of lung injury 2 days and 17 days 
after irradiation.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 of TGF-β1, Smad2 and Smad3, and mRNA level 
of Smad7, in lung tissue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after irradiation. GA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TGF-β1, Smad2 and Smad3 in lung tissue, but did not increase Smad7 expression.  
CONCLUSION  GA can protect against early-stage RILI. This protective effect may be associated 
with inhibition of the TGF-β1/Smads signaling pathway. 
 
 
PK-080 

碘 125 粒子持续性低剂量照射引起 HCT116 细胞类凋亡的分子 

机制研究 

 
胡乐林 王浩 王俊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本研究探讨碘 125 粒子持续性低剂量照射是否引起 HCT116 细胞类凋亡，以及碘 125 粒子持

续性低剂量照射引起 HCT116 细胞类凋亡的分子机制。 

方法  克隆增殖实验分析 HCT116 细胞的存活分数。透射电镜分析碘 125 粒子持续性低剂量照射后

HCT116 细胞的形态和结构的改变。Western blot 检测碘 125 粒子持续性低剂量照射后 AIP1，

Caspase3，AKT，p-AKT(308)，p-AKT(473)和 β-actin 的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1）流式细胞检测术发现碘 125 粒子持续性低剂量照射后细胞的大小变大，颗粒度增加。

（2）普通光学显微镜下发现碘 125 粒子持续性低剂量照射后 HCT116 细胞空泡样改变，平均空泡

细胞数由 1%增长为 27.33%（p<0.05）。（3）DAPI 染色荧光显微镜下显示 HCT116 细胞核完

整。（4）Western blot 检测碘 125 粒子持续性低剂量照射后 AIP1 的蛋白表达水平随照射剂量的增

高而降低。（5）Western blot 检测显示随着照射剂量的递增，碘 125 粒子持续性低剂量照射后

AKT308 和 473 位点磷酸化。（5）Western blot 检测显示 PI3K/AKT 信号通路抑制剂 Ly294002 抑

制碘 125 粒子持续性低剂量照射引起的 AKT 磷酸化。（6）普通光学显微镜下发现加 Ly294002 后

碘 125 粒子持续性低剂量引起的 HCT116 细胞的空泡化有所减少。 

结论  碘 125 粒子持续性低剂量照射激活 PI3K/AKT 信号通路触发类凋亡样死亡。 

 
 
PK-081 

碘 125 粒子照射损伤线粒体诱导保护性线粒体自噬的分子 

机制研究 

 
胡乐林 王浩 王俊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本研究试图探讨碘 125 粒子射线诱导线粒体自噬及其相关分子机制，明确碘 125 粒子射线引

起的线粒体自噬在其杀伤肿瘤细胞中的作用。  

方法  以结直肠癌细胞系 HCT116 为研究对象。Real-time PCR 分析 HIF-1ɑ, BNIP3, NIX 的 mRNA

水平。Western blot 用于分析 LC3-I , LC3-II 的蛋白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线粒体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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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线粒体活性氧水平。透射电镜和激光共聚焦技术检测线粒体自噬。克隆增殖实验分析细胞的存

活分数。 

结果  （1）自噬抑制剂 Ly294002 增加碘 125 粒子射线放射敏感性：①克隆增殖实验显示加

Ly294002 比空白组接受照射后生存分数下降 17%（2Gy），41%（4Gy）（p<0.05）②流式细胞

术结果显示加 Ly294002 组比空白组接受 2Gy 照射后细胞凋亡率从 19.1%增高为 30.1%

（p<0.05）（2）碘 125 粒子射线照射引起自噬：①Western blotting 显示碘 125 粒子射线照射后

LC3-II/ LC3-I 比率随照射剂量增高而增高。②激光共聚焦显示碘 125 粒子射线照射后，LC3 随照射

剂量增高点状分布增多。③Western blotting 显示加氯喹后碘 125 粒子射线照射引起的 LC3-II/ 

LC3-I 比率进一步增高。（3）碘 125 粒子射线照射引起线粒体自噬：①荧光显微镜显示照射后

LC3 与线粒体蛋白 Tim23 共定位，加氯喹后照射引起的 LC3 与线粒体蛋白 Tim23 共定位增多。②

透射电镜显示照射后细胞中出现大量的线粒体自噬囊泡。（4）碘 125 粒子射线照射损伤线粒体：

①流式细胞术显示照射前后线粒体膜电位下降 47%，p<0.05。ATP 生成降低 36%，p<0.05。②流

式细胞术显示照射前后线粒体活性氧水平上调 123%。（5）活性氧聚集上调 HIF-1α 和它的靶基因 

BINP3 和 NIX 的表达：①Real-time PCR 结果显示照射后 HIF-1α，BINP3 和 NIX 的表达增高。

（6）Real-time PCR 结果显示 NAC 能够降活性氧水平并降低射线引起的 HIF-1α，BINP3 和 NIX

的表达。（7）NAC 能够降低碘 125 粒子射线引起的细胞凋亡。 

结论  碘 125 粒子射线损伤线粒体引起 ROS 聚集上调 BINP3 和 NIX 的表达触保护性线粒体自噬保

护 HCT116 细胞免于凋亡。 

 
 
PK-082 

槲皮素通过抑制 HIF-1α 表达增加前列腺癌细胞株 LNCaP 的 

放疗敏感性 

 
李龙 罗波 胡德胜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  观察槲皮素对前列腺癌细胞株 LNCaP 的体外放射增敏作用，并探讨其可能机制。 

方法  应用 MTT 方法研究槲皮素对 LNCaP 细胞的毒性、细胞克隆形成法研究 20、50μM 槲皮素对

LNCaP 细胞放疗敏感性的影响，细胞流式法检测细胞的凋亡率，westen-blot(WB)、免疫荧光法检

测槲皮素治疗前后 HIF-1α、VEGF 蛋白的表达。 

结果  槲皮素对 LNCaP 细胞有一定的毒性，克隆形成实验联合放疗加药物组的细胞凋亡率较单独

照射组的细胞凋亡增加，并且药物浓度越高，凋亡率越高，前列腺癌细胞株 HIF-1α、VEGF 蛋白

的表达明显降低，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 

结论  槲皮素对前列腺癌细胞株 LNCaP 细胞的毒性呈剂量依赖性，其机制可能与抑制 HIF-1α 蛋白

表达有关。 

 
 
PK-083 

乏氧诱导因子-1（HIF-1）调控放射抗拒的上游通路探索 

 
朱宇熹

1
 王昱

2
 江山

1
 蒋娟

1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乏氧是肿瘤放射抗拒性的重要原因，造成肿瘤的复发和转移，降低肿瘤放化疗的疗效。HIF-1 是肿

瘤乏氧调控的重要因子。HIF-1 相关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提示其与肿瘤的放射抗拒性有密切关系。高

表达的 HIF-1 能增加放射抵抗，而抑制 HIF-1 的功能可能提高放射治疗的疗效。但是，HIF-1 的抑

制剂并不能完全抑制放射抵抗，提示 HIF-1 的上游调控还远未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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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筛选出能够上调 HIF-1 水平的调控基因，并且探索其与肺癌疗效的关系。 

方法  我们设计了一个利用 HIF-1 与 HIF-1 响应元件（HRE）结合，能放大下游基因表达的系统。

利用该系统筛选出能够在常氧条件下上调 HIF-1 表达的基因。然后在乏氧和有氧系统验证其能否上

调 HIF-1 水平。并且进一步验证其机制。最后分析其临床意义。 

结果  利用该系统，筛出的基因是 IDH3a。western blot 显示 IDH3a 能够在乏氧和有氧条件下升高

HIF-1 的水平。同时，能够提高 HIF-1 下游基因的表达和功能。而敲除 IDH3a 的基因，能降低 HIF-

1 的水平。检索数据库，提示 IDH3a 的表达水平和肺癌预后呈负相关。目前正在进行与放疗疗效相

关的临床研究。 

结论  IDH3a 确实是 HIF-1 的上游调控基因。可能与部分肿瘤患者的放射抗拒有关。 

 
 
PK-084 

甘草次酸通过抑制 NADPH 氧化酶/ROS/P38MAPK 信号通路抑制放

射性皮炎 

 
苏丽

1,2,3
 王锃

2,3,4
 黄菲

2,3,4
 蓝瑞隆

2,3,4
 张鲁榕

2,3,4
 张纬建

1,2,3
 洪金省

1,2,3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疗科 

2.放射生物福建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3.福建省肿瘤个体化主动免疫治疗重点实验室 

4.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心实验室 

 

目的  评价甘草次酸(Glycyrrhetinic Acid ,GA)减轻放射性皮炎的作用及其潜在机制。 

方法  以 4Gy X 线照射小鼠巨噬细胞 RAW264.7 为辐射诱导炎症的细胞模型，采用 ELISA 法检测

细胞上清液中的促炎症因子水平，RT-PCR 法检测促炎症因子的 mRNA 表达水平,Cell-Based 

ELISA 法检测细胞内磷酸化的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p38 mitogen -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p38 MAPK)蛋白表达，凝胶电泳迁移实验（electrophoretic mobility shift assay，EMSA)检测 AP-1

的 DNA 结合活性，荧光酶标仪检测细胞内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产生，细胞色素

C 还原法检测细胞内尼克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 

NADPH)氧化酶的活性。以 C57BL/6 小鼠 X 线单次照射右后肢 30Gy 为放射性皮炎动物模型，照

射后 24 天进行皮肤评分，HE 染色观察小鼠右后肢照射 30Gy 后的皮肤及皮下软组织中炎性细胞趋

化情况，并通过免疫组化检测皮肤及皮下软组织中促炎症因子表达。 

结果  细胞实验显示甘草次酸降低了 X 线照射后 RAW264.7 细胞内促炎症因子 IL-6、IL-1β 的

mRNA 表达量而减少其分泌，并通过抑制环氧化酶 2（Cox2）的表达而减少其下游分子前列腺素

E2（PGE2）的释放。甘草次酸抑制了 p38MAPK 磷酸化及下游转录因子 AP-1 的 DNA 结合活性，

并且通过抑制 X 线照射后 RAW264.7 细胞内 NADPH 氧化酶活性而减少 ROS 的产生。动物实验显

示甘草次酸可以降低 C57BL/6 小鼠右后肢单次 30Gy 照射后 24 天的皮肤评分，明显减轻小鼠皮肤

及皮下组织中炎症因子趋化程度，并抑制促炎症因子 TNF-α、IL-6、IL-1β 的表达。 

结论  甘草次酸可能通过抑制 NADPH 氧化酶/ROS/p38MAPK 信号通路减轻放射性皮炎。 

 
 
PK-085 

miRNA-31 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机制及其与辐射敏感性的关系 

 
朱玥荃 熊凯 王俊杰 薛丽香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研究 miR-31 在结直肠癌中的作用机制以及 miR-31 在结直肠癌中与辐射敏感性的关系。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490 

 

方法 组织原位杂交实验检测 miR-31 在人结直肠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在多种结直肠癌细胞系中

过表达或敲减 miR-31 后检测细胞增殖；在生物信息学挖掘预测基础上，采用 real time PCR 及
western 

blot 方法验证 miR-31 在结直肠癌细胞系中作用的靶基因。以 2,4,8,10Gy X 射线照射结直肠癌细胞

系，于照射后 24 小时收集 RNA，检测样本中 miR-31 和靶基因 mRNA 表达情况。在结直肠癌细胞

系中过表达或敲减 miR-31 后给予 8Gy 照射，绘制细胞增殖曲线。同时在过表达 miR-31 的细胞中

转染特异性敲减靶基因后给予 8Gy 照射，绘制细胞生长曲线。 

结果 组织原位杂交实验发现 miR-31 在人结直肠癌中表达升高，而且 miR-31 可以促进结直肠癌细

胞增殖。实验确认了 miR-31 在结直肠癌中作用的靶基因--NF-κB 信号通路的负性调节因子

STK40。给予结直肠癌细胞系 2,4,8,10Gy 电离辐射后 miR-31 表达明显降低（t=-4.488,-10.849,-

13.173,-8.1,p<0.05），8,10Gy 电离辐射后 STK40 表达明显升高(t=4.833,4.606, p<0.05)，其调控

的下游 NF-κB 信号通路明显受到抑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细胞生长曲线发现在直肠癌细胞系

中过表达 miR-31 可降低其辐射敏感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在同时敲减 STK40 后上述抗辐

射能力消失。 

结论 miR-31 可以通过抑制 STK40，上调 NF-κB 信号通路，促进结直肠癌增殖，并通过上述机制

降低结直肠癌细胞的辐射敏感性。 

 
 
PK-086 

CD90 基因表达在食管癌放射生物学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王远东 张姝 孙新臣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疗科 210029 

 

目的  食管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预后较差。手术治疗是早期食管癌的主要治疗方式之一，

但围手术期死亡率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仍然较高。放射治疗是局部晚期食管癌的有效治疗方式，可

以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但依然面临着肿瘤的局部复发与远处的问题。肿瘤干细胞的理论已经

被广泛证实，在肿瘤的增殖、侵袭、迁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探讨 CD90 基因高表达

的食管癌细胞，是否具备肿瘤干细胞的特性，以及它对肿瘤放射生物学的作用以及相关机制，试图

为食管癌的综合治疗理论提供新的视角。 

方法  本研究通过慢病毒转染的方法，对食管鳞癌细胞系 TE13/ECA109 进行 CD90 基因的过表

达，按照对照组、过表达组、对照组联合放疗、过表达组联合放疗进行分组，开展了包括：克隆形

成实验、毒性增值实验 CCK8、凋亡、侵袭与迁移等相关实验，检测 CD90 基因高表达在对食管鳞

癌细胞放射生物学方面的影响，并试图探究相关的机制。 

结果 本研究发现：在食管鳞癌细胞中，CD90 基因高表达具有促进细胞增殖，抵抗 CCK8 对细胞

的毒性，抑制细胞的凋亡作用，并且通过激活上皮间质化（EMT）通路，显著增强了肿瘤细胞的侵

袭与迁移能力（P<0.05）。 

结论 CD90 基因高表达食管鳞癌细胞，在肿瘤进过辐射后，表现出明显的抗拒作用，尤其在肿瘤的

侵袭与迁移能力方面的改变，提示：CD90 基因高表达可能与食管鳞癌患者易发生局部侵润与远处

转移相关。因此，CD90 基因可作为一种潜在的治疗靶点联合放射治疗，将为食管癌综合治疗的提

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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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87 

Foretinib 对食管鳞癌细胞 ECA-109 和 TE-13 的放疗 

敏感性的研究 

 
陈光宗 曾晓宁 孙新臣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疗科 210029 

 

目的  c-Met 过表达作为食管癌转移和复发的关键因素，被认为是造成接受放化疗病人治疗失败的

重要原因之一。c-Met 广泛地认为在细胞存活、增殖、和迁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它对放疗敏

感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却很少。本研究探讨 c-Met 抑制剂 foretinib 在食管鳞癌细胞 ECA-109 和 TE-

13 中的放疗增敏作用。 

方法  CCK-8 和克隆形成实验分别检测细胞增殖能力和克隆存活率，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分布

和凋亡率，western blotting 检测相应的蛋白表达水平，γH2AX 免疫荧光实验定量 DNA 损伤水

平。裸鼠的移植瘤模型检测 foretinib 的体内增敏作用。 

结果  Foretinib 对 ECA-109 和 TE-13 细胞的细胞活力抑制作用呈剂量依赖性，foretinib 协同促进放

疗诱导的凋亡和 G2/M 阻滞。同时，foretinib 会减少放疗引起的 DNA 损伤修复。体内试验表明放

疗联合 foretinib 和单独处理相比显著地减少肿瘤负荷。 

结论  本研究展现了 c-Met 在调节放疗增敏作用中的重要作用。Foretinib 主要通过对 c-Met 信号通

路的抑制作用来增加放疗敏感性，表明 foretinib 可以作为一个新型的放疗增敏剂用于 c-Met 高表达

的食管癌患者。 

 
 
PK-088 

Oligomeric Proanthocyanidins prevent lung cancer 

metastasis through the blockade of MMP activity 
 

Dai Wangshu,Zeng Xiaoning,Sun Xinchen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oligomeric proanthocyanidins 
(OPC)?in combination with radiation therapy (RT) on different types of lung cancer and explore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Methods   A549-bearing nude mice were administered RT and/or OPC treatment. Tumor volume 
was recorded during the treatment schedule. The expression of MMP-2 and MMP-9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ell lines (A549、

H1975、95C、95D) and small cell lung cancer cell line (H446) were developed to investigate the 

outcomes and toxicities of OPC and RT in vitro. Cell viability was determined by CCK8 assay. 
The radiosensitization effect of OPC was evaluated by clonogenic survival. Cell cycle progression 
was determined by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Radiation-induced DNA double strand break (DSB) 
was detected by the staining of γ-H2AX.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y of lung cancer cells 
was measured by wound healing and transwell assays. Activity of MMPs was determined by 
gelatin zymography. Alternation of EMT regulators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alysis.  
Results  In vivo studies of A549-bearing xenografts showed that OPC improved the 
radioresponse with a reduction in MMP-2 and MMP-9 (P<0.05). In vitro studies showed that OPC 
did not radiosensitize lung cancer cell lines but did affect DNA repair and cell cycle (P<0.05). As 
wound healing assays showed, OPC significantly inhibits migration ability of irradiation lung 
cancer cells (P<0.05). This effect of OPC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activation of EMT and its downstream targets, such as E-cadherin, N-cadherin and ZO-1 
(P<0.05). Transwell test revealed that the number of piercing cells in the radiation group was 
obviously more than that in OPC treated group (P<0.05). Gelatin zymography results ind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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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prevention effect of invasion ability might be assossiated with blockade of MMPs 
activity(P<0.05).  
Conclusion  The improved radioresponse arises from preventing tumor EMT and a reduction in 
MMPs. OPC combined with radiotherapy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microenvironment and 
biological behavior of lung cancer cell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OPC increased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y of lung cancer cells, and this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inhibition of EMT event and 
MMPs expression.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OPC may be a potential anti-metastasis agent in lung 
cancer especially when combined with RT. 
 
 
PK-089 

Radiation exacerbates TAMs infiltration and promotes 

metastasis in lung cancer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MMP-9 
 

Dai Wangshu ,Zeng Xiaoning,Sun Xinchen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Obj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radiation on the infiltration of TAMs and 
investigated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AMs implicate tumor cell invasion. 
Methods  In vivo studies, lung cancer cell bearing nude mice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control 
group and radiation therapy group. The expressions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 and 
CD206 in tumor tissue of each group were detected by immunofluorescent double-labeling 
technique. In vitro studies, phorbol 12-myristate 13-acetate (PMA) and 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M-CSF) were used to make THP-1 monocytes differentiate into TAMs. Specific 
markers of TAMs were identified by RT-PCR. Lung cancer cells were cultured with RPMI/1640 
condition medium containing TAMs and control group was cultured with RPMI/1640 complete 
medium.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ability of lung cancer cells were measured by Transwell 
assays. Gelatin zymography was applied to detect the activity of MMPs in co-culture medium with 
or without radiation treatment. 
Results  Immunofluorescent results showed that CD206 (+) cell number in radi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1). Moreover, CD206 (+) cells are often found 
in a high density in the hypoxic areas of tumors. MMP-9 expression was identified in CD206 (+) 
cells. The expressions of MMP-2 and MMP-9 in tumor tissue were elevated after radiation 
(p<0.05). When treated with PMA and M-CSF, THP-1 cells were differentiated into type M2 TAMs 
with high expression of specific markers CD68, CD163, CD204 and CD206 (P<0.01). Transwell 
test revealed that the number of piercing cells in the TAMs co-cultur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0.01).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activity of MMP-9 in 
medium was increased obviously (P<0.05), whil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MP-2 activity was 
observed. The activity of MMP-2, MMP-9 in radiation group both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than in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Radiation exacerbates TAMs infiltration and increases MMPs expression in lung 
cancer xenografts. TAMs may enhance lung cancer cells invasion ability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MMP-9.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TAMs and MMPs may be potential anti-metastasis targets in 
lung cancer especially when receiving radiation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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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90 

Exosomes derived from irradiated esophageal carcinoma-

infiltrating T cells promote metastasis by inducing the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esophageal cancer 

cells 
 

Min Hua,Sun Xinchen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Purpose  Exosomes are nanovesicles derived fromtumor and normal cells that are detectable in 
human biological fluids, such as plasma, and cell culture supernatants. The function of exosome 
secretion from "normal" cells is not clear. In fact, while numerous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exosomes derived from hematopoietic cells,little is known about exosomes from T cells,even 
though these cell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innate and acquired immun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xosomes from irradiated T cells on the huma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cell line TE13. 
Methods  A CCK-8 assay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ability of exosomes to inhibitthe proliferation 
of TE13 cells. In vitro invasion and wound healing assays were carried out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exosomes on the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TE13 cells. Western blotting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exosomes 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T-related molecules β-catenin, 
NF-κB and snail. 
Results  Our research revealed that exosomes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but promoted the 
metastasis, of TE13 cells in a dose-and time-dependent manner. Furthermore, exosom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β-catenin,NF-κB and snail in TE13 cells.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an important role for T cell-derived exosomes in 
the progression of esophageal carcinoma. T cell-derived exosomes promote esophageal cancer 
metastasis, possibly by promoting EMT, which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upregulation of β-
cateninand the NF-κB/snail pathway. Moreover, this study supports the use of exosomes as a 
nearly perfect example of biomimetic nanovesicles that could be utilized in future therapeutic 
strategies against various diseases, including cancer. 
 
 
PK-091 

Long noncoding RNA POU6F2-AS2 is associated with 

o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Liu Jing,Sun Xinchen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Oesophageal carcinoma is one of the most lethal cancer types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in some 
part of China. O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SCC) is a major subtype, which has 
been shown to be associated with unhealthy diet habit, smoking, environmental carcinogens etc. 
The OSCC often progress slowly, however, it is often diagnosed at an advanced stage. Thus it is 
imperative to elucidat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involved in the initiation and progression of 
OSCC.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 has emerged as a novel functional player transcribed 
from the genome. Here, we describe a novel lncRNA POU6F2-AS2 specifically expressed in 
OSCC. POU6F2-AS2 is involved 
in the DNA damage response and regulates cells survival after ionizing radiation. POU6F2-AS2 
interacts with Ybx1 protein and regulates its chromatin localization. Our current study represents 
the first description of an OSCC associated lncRNA that modulates DNA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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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92 

miR-1183 靶向 PTEN 降低人结直肠癌细胞辐射敏感性 

 
涂文志 徐冰 应后昱 王子杰 刘勇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620 

 

目的 探讨 miR-1183 对人结直肠癌细胞辐射敏感性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 以人正常小肠上皮细胞 HIEC 和结直肠癌细胞 DLD-1、RKO 和 HCT116 为研究对象。qRT-

PCR 法检测不同细胞内 miR-1183 的表达水平；用 miR-1183 mimics、inhibitor 或 PTEN siRNA 预

处理细胞，0 Gy、2 Gy、4 Gy 和 6 Gy 的 X 射线照射细胞，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存活率，

Western blot 法检测蛋白表达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分布。 

结果 miR-1183 在人结直肠癌细胞 DLD-1、RKO 和 HCT116 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在人正常小肠

上皮细胞 HIEC 中的表达。与对照组相比，过表达 miR-1183 能显著增加结直肠癌细胞的克隆形成

率，抑制 miR-1183 能显著降低结直肠癌细胞的克隆形成率；另外，过表达 miR-1183 能显著降低

细胞凋亡率和 G2/M 期阻滞；miR-1183 过表达和抑制后分别导致 PTEN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的

降低和升高，提示 miR-1183 负调控 PTEN，PTEN 基因干扰降低了结直肠癌细胞的辐射敏感性。 

结论 miR-1183 通过抑制 PTEN 降低了人结直肠癌细胞的辐射敏感性，miR-1183 可作为结直肠癌

放疗过程中影响放疗疗效的靶点。 

 
 
PK-093 

X 射线对肺腺癌 A549 细胞生物学效应研究 

 
张秋宁

1
 陈新年

2
 王涛

1
 张红 

3
 郭红云 

1
 张莲兴 

1
 王小虎

1
 

1.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肿瘤医院 

2.兰州大学 

3.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目的  本文分别用 0、0.5、1、2、4 和 10Gy 不同剂量的 X 射线辐照肺腺癌 A549 细胞后，研究对

A549 细胞的凋亡率、粘附性、迁移和侵袭的生物学特性，初步探讨 X 射线对 MMP-2mRNA、

MMP-9mRNA 及两种蛋白表达水平变化与肿瘤细胞转移的可能机制。 

方法  肺腺癌 A549 细胞经过不同剂量的 X 射线辐照后，在不同的时间段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

亡率的变化，用 MTS 法检测 A549 细胞粘性变化，用 Transwell 小室检测 X 射线对 A549 细胞迁移

和侵袭的影响变化；用荧光定量 PCR 法和 Western bloting 检测 MMP-2mRNA、MMP-9mRNA 和

两种蛋白的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  不同剂量的 X 射线辐照 A549 细胞后，细胞凋亡率随着辐照剂量增加而相应增多，并且在一

定时间内随着辐照后时间的延长，凋亡数也相应增加，与辐照剂量和辐照后时间呈相关性（p＜

0.05）；粘附性检测表明，细胞粘附能力随着辐照剂量的增加而增强，与对照组 0Gy 相比，有统

计学意义（p＜0.05）；转移试验结果表明，在 0.5、1 和 2Gy 辐照后，与对照组 0Gy 相比，细胞

迁移数无显著性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辐照剂量的增加，在 4 和 10Gy 时，与对照

组 0Gy 相比，细胞迁移数显著下降，有统计学意义（p＜0.05）；细胞侵袭实验结果与迁移基本一

致。荧光定量（RT-PCR）实验结果发现，在 0.5、1 和 2Gy 的剂量辐照后，与对照组 0Gy 相比，

MMP-2mRNA、MMP-9mRNA 表达量量无显著差异（p＞0.05），在 4 和 10Gy 辐照后，于对照组

0Gy 相比，MMP-2mRNA 和 MMP-9mRNA 表达量显著下降，有统计学意义（p＜0.05）。

Western bloting 检测发现，在 0.5、1 和 2Gy 射线辐照后，与对照组 0Gy 相比，MMP-2 和 MMP-9

蛋白表达量变化无显著差异（p＞0.05）；辐照剂量增加到 4 和 10Gy 时，两种蛋白表达量与对照

组 0Gy 相比有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肺腺癌 A549 细胞经过不同剂量的 X 射线辐照后，细胞凋亡率与辐照剂量和辐照后培养的时

间具有依赖性关系；不同剂量的 X 射线在一定的辐照范围内，可显著增强 A549 细胞的粘附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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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下调与转移相关的主要基因 MMP-2mRNA、MMP-9mRNA 及 MMP-2、MMP-9 蛋白表达水平来

调控细胞向远处转移。 

 
 
PK-094 

X-射线照射对乳腺癌细胞 MDA-MB-231 生物学特性的影响及蛋白

组学研究 

 
王小虎

1
 张秋宁

1
 杨震

2
 陈新年

2
 王涛

1
 张红

3
 郭红云

1
 张莲兴

1
 

1.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肿瘤医院 

2.兰州大学 

3.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目的  比较不同剂量的 X-射线照射对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的增殖、周期和凋亡的影响，分析

X-射线照射对 MDA-MB-231 细胞蛋白表达谱的影响，得到 X-射线照射对 MDA-MB-231 细胞作用

的可能的分子标志物。 

方法  选择指数生长期的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不同剂量的 X-射线照射后 24 h，48 h 和 72 h

采用 MTT 法检测 MDA-MB-231 的增殖能力，通过流式细胞仪计算并分析不同剂量的 X-射线照射

对 MDA-MB-231 细胞周期与凋亡的影响。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细胞总蛋白进行双向电泳，2D 凝胶

通过 Versadoc4000images system 捕获图像。分别在凝胶上选取几个差异明显的蛋白点进行挖

点、酶解、萃取、上样，随后使用 API 4800 串联飞行时间质谱仪进行分析。 

结果  MTT 实验结果显示，X-射线照射后，MDA-MB-231 细胞增殖能力减弱，细胞的抑制率随剂量

的增加而增加；凋亡结果显示，不同剂量的 X-射线照射对 MDA-MB-231 细胞后，细胞总凋亡率随

着剂量的升高而增加， 24h 和 48h 各剂量点的晚期凋亡率存在明显差异，且同一剂量 24 h 的晚期

凋亡率高于 48h 的晚期凋亡率。细胞周期结果显示，X-射线照射后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的周

期影响主要表现为 G2/M 期周期阻滞，随剂量的增加呈现递增趋势，高剂量照射时，G2/M 期阻滞

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细胞中共有 17 个蛋白点表现为上调，15 个蛋

白点表现为下调。分别在凝胶上选取 32 个差异明显的蛋白点进行质谱鉴定，蛋白质谱结果显示 8

个差异蛋白的具体信息，它们分别是：HSC70，GRP78，IMPDH2，EIF4H，GAPDH，VIM 和微

管相关蛋白（TUBA1B，TUBA8）。其中 HSC70，GRP78，IMPDH2 蛋白表达上调，EIF4H，

GAPDH，VIM，TUBA1B 和 TUBA8 表达下调。 

结论  X-射线照射能有效的抑制乳腺癌 MDA-MB-231 细胞的增殖，使细胞周期阻滞在 G2/M 期，并

诱导细胞凋亡。X-射线照射诱导 MDA-MB-231 细胞热休克蛋白 70 家族成员 HSC70，IMPDH2，

EIF4H，GAPDH，VIM，TUBA1B 和 TUBA8 表达变化。部分蛋白（HSC70，GRP78，

IMPDH2）可能是参与 MDA-MB-231 细胞对 X-射线照射辐射抗拒的相关分子。 

 
 
PK-095 

PARP-1 抑制剂 3-AB 对三阴乳腺癌细胞 MDA-MB-231 增殖和 

凋亡的影响 

 
莫柒艳 朱小东 赵伟 曲颂 李烨 黎建旭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30021 

 

目的  观察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1(PARP-1)抑制剂 3-氨基苯甲酰胺(3-aminobenzamide，3-AB)

对三阴乳腺癌细胞株 MDA-MB-231 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初步探讨 3-AB 对 X 射线照射引起 MDA-

MB-231 细胞凋亡的影响及其相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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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不同浓度（0、1、5、10 和 20 mmol/L）的 3-AB 处理 MDA-MB-231 细胞株，然后利用

CCK8 法检测 3-AB 作用于 MDA-MB-231 细胞株 24 h 和 48 h 后的增殖抑制作用，采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 3-AB 作用于 MDA-MB-231 细胞 24 h 后凋亡相关蛋白 PARP-1 和 PAR 表达量的变化，

DAPI 荧光染色法观察 10 mmol/L 的 3-AB 联合 X 射线照射对 MDA-MB-231 细胞形态的变化的影响, 

采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 10mmol/L 的 3-AB 联合 X 射线照射 MDA-MB-231 细胞株后 1 h γH2AX

蛋白的表达量，RT-qPCR 法检测 10 mmol/L 的 3-AB 联合 X 射线照射对 MDA-MB-231 凋亡相关基

因 PARP-1、caspase3 和 Fas 表达量的影响。 

结果 1、CCK8 实验结果显示，与 0 mmol/L 3-AB 组相比，1 和 5 mmol/L 的 3-AB 对细胞的增殖无

明显影响，10 和 20 mmol/L 3-AB 可明显抑制细胞的增殖并呈剂量-效应关系；2、Western Blot 结

果表明，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大，PARP-1 和 PAR 的表达量逐渐降低；3、DAPI 荧光染色后，对照

组和 3-AB 组未见有凋亡细胞，X 射线照射组和联合组可见细胞核边缘不规则、核浓染、核碎裂等

典型的凋亡细胞形态；4、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3-AB 组 γH2AX 蛋白的表达量与对照组无明显

区别，X 射线照射组和联合组 γH2AX 蛋白的表达量高于对照组，且联合组的明显高于单纯照射

组。5、RT-qPCR 结果显示，3-AB 组凋亡基因的表达量与对照组的没有明显差异， X 射线照射组

和联合组凋亡基因的表达量均高于对照组，联合组更为明显。 

结论 3-AB 能抑制三阴乳腺癌细胞株 MDA-MB-231 的增殖，并且能增强 X 射线照射引起的细胞的

凋亡，该机制可能与影响 DNA 损伤修复，最终引起细胞凋亡有关。 

 
 
PK-096 

CKMT1 对鼻咽癌细胞放化疗敏感性的作用研究 

 
蓝瑞隆

1,2,3
 陈瑞庆

1,2,3
 黄菲

1,2,3
 林经安

1,2,3
 王锃

1,2,3
 陈俊英

1,2,3
 洪金省

1,2,3
 张鲁榕

1,2,3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放射生物福建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3.福建省肿瘤个体化主动免疫治疗重点实验室 

 

目的  线粒体肌酸激酶（CKMT1）负责将线粒体内的高能磷酸转移到胞质载体-肌酸，直接参与

ATP 合成与水解。有报道表明，许多预后不良的恶性肿瘤表现为 CKMT1 的高表达，这可能与高速

的能量运转而导致肿瘤细胞凋亡率下降有关，具体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本研究以鼻咽癌细胞株

CNE-1/CNE-2 为研究对象，旨在阐明 CKMT1 是否与鼻咽癌细胞放化疗敏感性有关。 

方法 （1）q-PCR 和 Western blot 比较 CKMT1 在 CNE-1/CNE-2 细胞株的表达水平的差异；

（2）构建 CKMT1 的过表达载体，CRISPR/Cas9 技术敲除 CKMT1，得到 CKMT1 过表达或敲除

的稳转细胞株；（3）MTT 法比较增殖能力的差异；（4）克隆形成实验比较克隆形成能力的差

异；（5）不同剂量 X-ray 或不同浓度顺铂处理细胞后比较细胞存活率。 

结果 （1）q-PCR 和 Westernblot 结果表明，鼻咽癌细胞株 CNE-2 CKMT1 mRNA 及蛋白的表达

显著高于 CNE-1（p< 0.05）。（2）得到 CKMT1 过表达的稳转细胞株 CNE-1-Ex-CKMT1 以及对

照质粒 pReceiver-Neg 转染的细胞株 CNE-1- Ex-Neg（经 q-PCR、Western blot 验证）；得到

CRISPR/Cas9 技术敲除的 CNE-2- sg2/sg3 两个细胞株（经 q-PCR、Western blot 验证）。（3）

CNE-1-Ex-CKMT1 的增殖能力强于对照质粒转染的 CNE-1-Ex-Neg 及野生型细胞株 CNE-1-WT。

（4）CNE-1-Ex- CKMT1 细胞的克隆形成能力强于 CNE-1-Ex-Neg 及野生型细胞株 CNE-1-WT（p 

< 0.05）。（5）用 4Gy/8Gy 或 4μM/8μM 顺铂处理后，CNE-1-Ex- CKMT1 细胞存活率高于 CNE-

1-Ex-Neg；4μM/8μM 顺铂处理后，野生型细胞株 CNE-2-WT 的细胞存活率显著高于 CKMT1 敲除

的 CNE-2- sg2/sg3 细胞株（p < 0.05）。 

结论  初步实验结果表明，能量代谢关键分子 CKMT1 的表达水平与鼻咽癌细胞 CNE-1 的增值能

力、克隆形成能力成正相关；敲除 CKMT1 可以提高 CNE-2 对顺铂的化疗敏感性。我们将深入研

究 CKMT1 与鼻咽癌细胞株放化疗敏感性的关系，并探讨可能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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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97 

TIGAR 在线粒体损伤后质量控制及降解中的必要性 

 
冯婧 赵明 吴敬波 杨玲麟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 TIGAR 对线粒体损伤后降解的调节及功能的影响。 

方法 体外培养鼻咽癌 5-8F 细胞系；通过慢病毒介导的 shRNA 干扰 TIGAR 表达；通过流式细胞仪

分析 TIGAR 基因沉默后细胞内活性氧(ROS)及总谷胱甘肽、氧化型谷胱甘肽(GSSG)水平变化；免

疫荧光分析 TIGAR 在线粒体内的定位；使用 JC-1 染色线粒体膜电位，通过荧光显微镜观察线粒体

膜电位变化，使用免疫印迹法检测线粒体与胞质内细胞色素 c 表达量变化；线粒体绿色荧光探针标

记线粒体，通过流式细胞仪分析线粒体数量变化；电镜下观察 5-8F 细胞线粒体形态变化；高效液

相色谱法分析细胞内 ATP 含量变化。 

结果 正常情况下 TIGAR 在 5-8F 细胞线粒体内表达，通过慢病毒干扰后 TIGAR 在细胞胞质及线粒

体内表达明显减少；TIGAR 干扰导致 NADPH 产生减少，继而引起 GSSG 生成减少，ROS 水平升

高；TIGAR 干扰引起线粒体膜电位下降及细胞色素 c 向胞质释放；TIGAR 干扰后细胞内线粒体降

解减少，数量较正常鼻咽癌 5-8F 细胞增多；TIGAR 干扰后细胞线粒体呈现出肿胀，脊瓦解，空泡

形成的异常形态；TIGAR 干扰后细胞内 ATP 生成较正常鼻咽癌 5-8F 细胞减少。 

结论 TIGAR 干扰后通过提高细胞内 ROS 的水平损伤线粒体，并引起线粒体膜电位降低，启动了

线粒体自噬，但最终受损的线粒体降解过程并没有完成，并呈现出异常形态，同时伴有 ATP 生成

减少的生理功能障碍。表明 TIGAR 是损伤后线粒体质量控制及降解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蛋白。 

 
 
PK-098 

JNK 信号通路抑制后鼻咽癌细胞对阿霉素的放疗敏感性研究 

 
刘勇 赵明 冯婧 吴敬波 杨玲麟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研究对 JNK 信号通路抑制后鼻咽癌细胞对阿霉素的放疗敏感性。  

方法  细胞培养 在配置成完全培养液（RPMI-1640 培养基中加入 10%胎牛血清）中培养 CNE-2 及

5-8F 两种鼻咽癌细胞（细胞生长条件 37?C 5% CO2）并观察其生长情况。 MTT  用酶标仪检测处

理过后的细胞的 OD 值。Western blot  将与阿霉素 SP600125 共培养的细胞收集后提取细胞蛋白

进行 Western blot 检测 P-JNK C-Jun P-C-Jun GAPDH。TUNEL  用荧光显微镜镜下观察检测细胞

晚期凋亡。 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统计学分析  用 SPSS 软件处理数据。 

结果  阿霉素对鼻咽癌细胞的毒性具有浓度依耐性。CNE-2，5-8F 两种鼻咽癌细胞均对阿霉素敏

感，细胞均受到抑制。阿霉素可激活 JNK 信号通路。JNK 信号通路抑制会对鼻咽癌细胞产生细胞

毒素。JNK 信号通路的抑制使鼻咽癌细胞对阿霉素的敏感性增强。阿霉素以及 JNK 信号通路的抑

制可导致鼻咽癌细胞凋亡。 

结论  JNK 信号通路可以抑制阿霉素的敏感性，抑制 JNK 信号后促进阿霉素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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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099 

放射及高温缺氧诱导的肿瘤细胞蛋白组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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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缺氧和高温肿瘤细胞在体内常见的胁迫条件，它们对肿瘤的放射治疗效果有着明显的影响。

本课题通过分析不同胁迫条件下，放射协同导致的肿瘤细胞蛋白质组的变化，以揭示缺氧和高温胁

迫对肿瘤细胞放射杀伤逃逸的分子机制。 

方法  使用 38.5°C 作为高温胁迫，2%氧气浓度作为缺氧胁迫。将肝癌细胞 H22 分别培养在高温、

缺氧和高温缺氧等胁迫条件及正常环境下，对这些肿瘤细胞进行 8 Gy 的高能 X 射线放射处理。通

过质谱分析，检测肿瘤细胞在不同胁迫条件下、放射处理前后蛋白质组的变化。 

结果  我们通过质谱分析，检测了正常、高温、缺氧各高温缺氧培养条件下，肝癌细胞 H22 在照射

前后的蛋白质组，并比较各组之间的蛋白质水平差异。我们一共鉴定到 2557 个水平有差异的蛋白

质，其中变化水平较大（上调 1.4 倍以上或下调至 0.7 倍以下）的蛋白质 237 个。对这些差异较大

的蛋白进行 GO 分析表明，这些蛋白质在细胞核、线粒体、细胞质和质膜系统中均有分布，以细胞

核和线粒体中的富集最显著。而 KEGG 通路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蛋白质在氧化磷酸化、泛素介

导的蛋白质降解、凋亡等代谢过程中有显著富集，在 MAPK 信号通路、Notch 信号通路和 Wnt 信

号通路等细胞信号通路中也有显著富集。 

结论  放射与缺氧和高温胁迫可以同时改变肿瘤细胞的蛋白质组，影响肿瘤细胞的 MAPK 信号、

Notch 信号和 Wnt 信号等信号通路，并影响肿瘤细胞糖代谢、蛋白质降解和凋亡过程，从而影响肿

瘤细胞对放射的敏感性。 

 
 
PK-100 

辅助放疗化疗的新型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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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放疗化疗造成的严重的肠道、骨髓、营养障碍、炎症等毒副作用直接造成治疗中断，病情无

法控制。本研究旨在以新型制剂提高肠道吸收功能，增强骨髓对放疗化疗的耐受力，改善肝肾功

能，降低毒副作用，以辅助放疗化疗的顺利进行。 

方法  1.体内实验：以不同的实验动物模型及死亡率为客观指标，证实新型制剂的拮抗放疗化疗毒

副作用的功能：1）拮抗放射骨髓衰竭：给小鼠以 LD50/30 的致死剂量全身照射后，对照组口服溶

剂，实验组口服新型制剂，比较二组死亡率；2）拮抗肿瘤恶液质：将荷瘤小鼠分组，口服溶剂，

安素或新型制剂，比较各组死亡率； 3）拮抗化疗毒副作用：给小鼠腹腔注射不同剂量的常用化疗

药物后，口服溶剂，安素或新型制剂，比较各组死亡率； 4）增强体能实验：给大鼠口服溶剂或新

型制剂 5 天或 5 周后，用跑台力竭实验，比较二组之间的体能差异。2. 体外生化实验：在代谢紊乱

（高糖高脂）的动物模型上，给予口服溶剂或新型制剂 30-50 天后，取血浆，测定血糖、血脂、转

氨酶、肌酐、胆固醇、尿酸、总蛋白等指标，客观评价新型制剂对生化代谢的影响。 

结果  1.体内实验结果表明，新型制剂具有以下多种功能：1）能够使受到致死剂量照射的 ICR 小鼠

存活时间延长；2）能够拮抗肿瘤恶液质造成的死亡，比安素组疗效更佳；3）能够使拮抗环磷酰

胺、甲氨喋呤引起的致死性毒副作用，减少化疗性死亡（死亡率从对照组的 50-100% 减少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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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4）能够增强体能，使大鼠在口服新型制剂 5 天或 5 周后，在跑台力竭实验中，比对照组

在跑台时间延长 49-65%。2. 体外生化结果表明：新型制剂能够使代谢紊乱（高糖高脂）的动物产

生以下变化：1）明显降血糖； 2) 明显降尿酸 （防痛风）；3)降甘油三酯；4)降脂肪酸； 5) 降胆

固醇 （防冠心）；6)降肌酐（保肾）; 7) 降转氨酶 （保肝）；8) 提高总蛋白 （补营养，提高肝功

能）。 

结论  动物实验证明，新型制剂能够拮抗致死性放射及化疗的毒副作用，提高肠道的吸收功能，抑

制代谢紊乱，增强骨髓对放疗化疗的耐受力，改善肝肾功能。使用这一制剂有望提高肿瘤患者对放

疗化疗的毒副作用的耐受及生活质量，使放疗化疗得以顺利进行。 

 
 
PK-101 

碱性成纤维母细胞生长因子多肽促进骨髓干细胞的效应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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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放射引起的骨髓干细胞衰竭可导致血像三系的全面下降，严重可致死，如急性放射病可在 2-

4 周内死亡。有效的抗骨髓干细胞衰竭制剂可用于正在兴起的不同组织干细胞的扩增，又可用于核

事故时抗急性放射病。本项目合成了小分子碱性成纤维母细胞生长因子多肽（FGF-P），研究其抗

急性放射病的疗效及机制。 

方法 1）体内实验：经 6.5-7.5 Gy 照射（TBI）后的 ICR 小鼠，随机分成溶剂对照组及 FGF-P 治

疗组，24 小时后皮下注射 0.2 ml 溶剂或 FGF-P（10 mg/kg），以后隔日注射一次，7-10 次为一个

疗程。于第 14 天取尾巴血，进行血象分析；2）体外实验：取 ICR 小鼠骨髓，经 0.5Gy 照射后，

进行以下实验：A)细胞增殖实验；B）细胞凋亡实验；C)细胞周期实验；D) 流式细胞仪分析 CD34

阳性的骨髓干细胞。 

结果 1.体内实验：ICR 小鼠的 LD50/30 为 6.5+ 0.2 Gy。当 TBI7.5 Gy 时，对照组于第 11 天全部

死亡，FGF-P 治疗组仍然有 67%存活，第 15 天 50% 存活，，第 30 天 40% 存活 MDF（dose 

modification factor）为 1.15，达到抗急性放射病新制剂的要求。血象分析表明，FGF-P 能够升高

白细胞总数（2.70 vs 4.04 X106/ml，P =0.038），淋巴细胞数（1.05vs 2.57 X106/ml，P 

=0.031）及红细胞数（2.65vs5.58 X109/ml，P=0.005）。2. 

体外机制结果：FGF-P 能够使受到 0.5 Gy 照射的骨髓细胞产生以下变化：（1）活跃进入增殖状

态，与对照组相比，FGF-P 组的线粒体活力高出 22-25% （MTT 法）; (2)降低凋亡率：24 小时培

养的骨髓细胞的 Annexin V/PI 染色表明对照组凋亡率为 5.7%，FGF-P 组为 2.7%；(3)细胞周期进

入增殖状态，G0G1 期细胞减少 （78.20% 降低为 49.20%），S 期细胞增多（10.40%升至

22.30%），G2M 期细胞增多（11.40%升至 28.50%）；（4）CD34 阳性的骨髓干细胞增多

（0.70%升至 1.00%）。  

结论  FGF-P 能够抗放射性骨髓衰竭，延长受到致死性照射小鼠的生存期，提高 MDF。这与 FGF-

P 具有促进骨髓干细胞进入活跃增殖状态，增加 S 期 G2M 期细胞，提高 CD34 阳性干细胞及降低

凋亡等分子功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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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02 

放射诱导的新型瘤苗对小鼠肺转移癌的抑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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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研究探讨用放射诱导癌性因子上调后的肿瘤细胞制备的瘤苗对小鼠乳腺癌肺转移的抑制效

应，旨在为肿瘤患者的主动免疫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以一定剂量的 X 射线照射肿瘤细胞，诱导癌性因子上调后，制成新型瘤苗，定量后免疫小

鼠，并进行以下数个序贯实验：1）3 周后取血测血清特异性抗体； 2）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淋巴细胞

亚群变化；3）将肿瘤细胞由尾静脉注射入小鼠体内，制备成实验性肿瘤肺转移动物模型；4）用小

动物活体成像检测肺内实验性肿瘤的生长速度； 5）3-4 周实验终止时处死小鼠，分离淋巴细胞进

行特异性杀伤实验，即按照一定的比例与肿瘤靶细胞 (实验前一天接种于 24 孔板上)混合 4h 后吸取

上清液，测 LDH 含量； 6）获取荷瘤小鼠全肺，称肺湿重； 7）在解剖显微镜下计数肺表面结节； 

8）取小鼠右上肺叶，称重，研磨，蛋白定量，用 ELISA 法测肺组织内炎症因子变化； 9）肺组织

做常规 HE 染色，观察。 

结果（1）免疫新型瘤苗的小鼠血清肿瘤抗体滴度明显增高（1:128000）。（2）免疫新型瘤苗的

小鼠淋巴细胞亚群发生明显变化，正调控性淋巴细胞亚群增多（CD4+IFN-γ, CD8+IFN-γ），负调

控性淋巴细胞亚群减少(MDSC)，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3）活体成像动态观察表明免疫新

型瘤苗的小鼠的肺部吸收光子数明显减少，说明肿瘤生长受到抑制。（4）被新型瘤苗致敏的小鼠

淋巴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明显增加，即 LDH 释放明显增多，与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意义

（375.2±7.678 U/ml 

VS 207.9±9.044 U/ml）；（5）免疫新型瘤苗的小鼠肺重量(0.2380 ± 0.02296g VS 0.6403 ± 

0.06170g)、肺表面结节数(26.60±7.878 vs110.3±13.97)均明显降低，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

义。（6）免疫新型瘤苗的小鼠肺组织致瘤性炎症因子 IL-1α(1.399 ± 0.1702 pg/ml VS 17.39 ± 

0.1733 pg/ml), AxI (73.88 ± 4.158 pg/ml VS 137.2 ± 2.857 pg/ml) 

明显下降，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经 X 射线照射后的新型瘤苗能充分激活免疫系统的抗肿瘤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为

瘤苗的制备提供了新的有效方法。 

 
 
PK-103 

调控 POLG 基因对鼻咽癌放疗敏感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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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线粒体 DNA（mtDNA）与多种肿瘤的发生、转移及预后相关，但其对鼻咽癌细胞放疗敏感性

尚未明确。我们前期发现，鼻咽癌组织中 mtDNA 拷贝数比正常人的高，且其 POLG 基因的表达也

升高。本研究探讨 POLG 基因与 NPC 放疗敏感性的关系。 

方法（1）选择 CNE1 细胞，设计 shRNA 通过脂质体，转染沉默 POLG 基因；（2）用荧光定量

PCR 和 Westernblot 的检测方法，鉴定 POLG 表达量的降低程度；（3）用克隆形成实验和流式细

胞术检测实验组 POLG 低表达细胞和对照组细胞对放射的敏感性的差异；（4）用 Transwell 方法

检测 POLG 低表达细胞和对照组细胞的迁移能力的差异；(5)使用线粒体染料检测沉默前后 CN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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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染色体数量的变化；（6）检测 POLG 基因沉默的 CNE1 细胞经过照射处理后细胞周期的变

化；（7）检测 POLG 基因沉默的 CNE1 细胞经照射处理后调亡发生情况。（8）用 Soft agar 

assay 检测 POLG 基因沉默前后细胞成瘤情况。 

结果（1）转染沉默 POLG 基因后鼻咽癌细胞 CNE1 内 POLG mRNA 及蛋白水平都显著降低，抑

制率达到 65.8%。（2）克隆形成实验和流式细胞术检测表明，在放射剂量 2，4，6Gy 这三个剂量

梯度下，实验组 POLG 细胞和对照组细胞对放射的敏感性有显著性差异。（3）划痕实验表明，

POLG 低表达细胞的迁移能力比对照组细胞明显降低。（4）经 MitoTracker Mitochondrion-

Selective Probes 染色，在显微镜下可见沉默株荧光明显比对照细胞株少，且用 SpectraMax i3x 检

测荧光强度有明显差异；（5）细胞周期检测结果显示 POLG 基因沉默的 CNE1 细胞 G1 期明显增

加，说明 POLG 基因沉默使细胞增殖被阻断在 G0/M 期；（6）经照射处理后 POLG 基因沉默的细

胞株早期调亡明显增多，提示沉默株对射线更加敏感。（7）Soft agar assay 实验结果显示 POLG

基因沉默后在双层琼脂糖中肿瘤球形成数明显少于对照，说明 POLG 基因沉默后影响其体外成瘤

能力。 

结论  实验结果提示 POLG 基因的表达变化对鼻咽癌细胞放疗敏感性成负相关，抑制 POLG 的表达

能够提高鼻咽癌的放疗敏感性，下调其增殖能力和体外成瘤能力。这为揭示鼻咽癌放疗抗性发生的

分子机制、为寻找鼻咽癌放疗增敏治疗的靶基因提供理论依据。 

 
 
PK-104 

抗放射性肺纤维化的新型制剂 

 
洪金省

1,2
 杨善民

4
 张美

4
 王锃

1,2,3
 陈俊英

1,2,3
 陈金梅

1,2,3
 苏丽

1,2,3
 丁玉雄

1
 陈秀英

1,2,3
 张纬建

1,2,3
 张鲁榕

1,2,3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放射生物福建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3.福建省肿瘤个体化主动免疫治疗重点实验室 

4.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放疗科 

 

目的  胸部肿瘤的放射治疗的主要并发症之一是放射性肺纤维化，尚无抗放射性肺纤维化的―低毒、

可长期使用‖的药物。本研究探讨抗放射性肺纤维化的新型制剂的有效性。 

方法  C57BL/6 小鼠胸部照射 0 （正常对照组）和 18 Gy 后次日，随机分成不同组：1）溶剂对照

组； 2）二个阳性药物对照组：西乐葆（30 mg/kg，PO）、地塞米松（3 mg/kg，ip）；3）新型

制剂（40 mg/kg，PO）。隔日给药。于照射后 6 个月进行以下指标检测： 1）呼吸率：测定呼吸

时胸廓运动的每分钟的频率； 2）Cone beam （锥形束）CT 测定肺致密度，反映肺纤维化的程

度； 3）照射肺的活动顺应性测定：将小鼠气道连接到顺应性测定仪上，根据气流的阻力测量肺的

弹性度，以反映肺纤维化的程度； 4）病理 HE 染色观察肺间质厚度； 5）Trichrome 

blue 染色观察肺部胶原蛋白的沉着量； 6）生化法测定肺组织匀浆中羟脯氨酸及 TGF-b 的含量； 

7）记录各组的死亡率。 

结果  18Gy 照射全肺后 6 个月小鼠产生肺纤维化的病理性改变，引起肺功能、影像、病理学及生

化的明显病变，全新型制剂能够拮抗这些病理性改变： 1）18 Gy 照射全肺后 6 个月对照组及地塞

米松组的呼吸率增快，而新型制剂及西乐葆可降低呼吸率； 2）对照组在 Cone beam CT 上显示肺

致密度增高，而新型制剂及西乐葆使之减轻； 3）对照组肺的活动顺应性降低，而新型制剂及西乐

葆使之减轻； 4）对照组肺病理 HE 染色显示肺间质增厚，细胞成分增多，而新型制剂及西乐葆使

肺间质增厚程度降低； 5）Trichrome 

blue 染色见对照组肺有大量的胶原蛋白沉着，而新型制剂及西乐葆使之减轻，且新型制剂效果较西

乐葆为好； 6）对照组肺组织匀浆中羟脯氨酸及 TGF-β1 的含量增高，而新型制剂及西乐葆使之减

少； 7）对照组在 6 个月后体重较正常同龄组减少，而新型制剂的体重有所增加； 8）18 Gy 全肺

照射 6 个月后，地塞米松组存活率仅 20%，对照组 78%，西乐葆组 80%，新型制剂组 100%。 

结论  新型制剂能够长期使用而无明显毒副作用，并显示较好的拮抗放射性肺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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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05 

BCCIP 在塞来昔布提高肠癌细胞放射敏感性中的作用 

 
徐晓婷 周菊英 涂彧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观察塞来昔布对不同 COX-2 表达水平肿瘤细胞的增殖抑制和放射增敏作用。观察 BCCIP 基

因在塞来昔布提高 HCT116 细胞放射敏感性中的作用，并探讨可能的机制。 

方法  选择人肺腺癌细胞 A549、宫颈癌细胞 HeLa 及结肠癌细胞 HCT116 进行实验研究。采用

CCK-8 法测定不同浓度塞来昔布与肿瘤细胞培养不同时间后，对细胞活性的影响。建立 BCCIP 敲

低细胞模型 C12，通过 RT-PCR 技术检测了 HCT116 细胞中瞬转质粒后 BCCIP 转录本表达水平。

通过克隆形成实验观察塞来昔布对三种肿瘤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以及对同源不同 BCCIP 表达水

平的 HCT116 细胞株的放射增敏效应。采用 Western blot 法观察 COX-2 基因的蛋白表达、经塞来

昔布处理后照射不同 BCCIP 表达水平的两种细胞，两种细胞 γ-H2AX、ATM 和 Chk2 等放射损伤

相关蛋白、细胞内周期相关蛋白的表达情况。免疫荧光法检测两种细胞接受上述处理后细胞中的 γ-

H2AX foci 形成情况。流式细胞法检测两种细胞不同组别组的细胞周期分布和细胞凋亡的情况。 

结果  肺腺癌细胞 A549 和宫颈癌细胞 HeLa 都有 COX-2 的高表达，而结肠癌细胞 HCT116 的

COX-2 表达是阴性的；30 μmol/L 塞来昔布对三种细胞均有放射增敏效应，三种肿瘤细胞株中均有

BCCIP 的正常表达，但表达水平略有差异。塞来昔布对 HCT116 细胞有明显的放射增敏效应，但

在 BCCIP 低表达的 C12 细胞中未观察到塞来昔布的放射增敏效应。HCT116 细胞在塞来昔布+放

射处理后不同时间点，细胞中 γ-H2AX、ATM、Chk2 蛋白表达较单纯放射组和对照组明显升高，

可明显增强 HCT116 细胞由电离辐射诱导的 G2-M 期阻滞，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凋亡率

升高（P<0.05）；但在 C12 细胞中没有观察到这一变化；塞来昔布联合放射作用 HCT116 细胞，

BCCIP 和 p53、p21 蛋白表达增加，而 CyclinB1 蛋白表达下降，而在 C12 细胞中，上述蛋白表达

均没有变化。 

结论  肿瘤细胞中 COX-2 表达水平并不影响塞来昔布对肿瘤细胞的放射增敏效应。BCCIP 可能是

一种与放射敏感性有关的靶点基因，塞来昔布通过对 BCCIP 的调控，增加细胞的放射损伤，影响

其下游的 p53 的功能，从而影响 p21、CyclinB1 等基因的表达，经由细胞阻滞和凋亡的增加发挥

放射增敏的效应。 

 
 
PK-106 

抗放射性肺炎的新型制剂 

 
洪金省

1,2,3
 杨善民

4
 张美

4
 王锃

1,2,3
 陈俊英

1,2,3
 陈纬

1,2,3
 陈金梅

1,2,3
 苏丽

1,2,3
 丁玉雄

1
 陈秀英

1,2,3
 张纬建

1,2,3
 张鲁

榕
1,2,3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放射生物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3.福建省个体化主动免疫治疗重点实验室 

4.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放疗科 

 

目的  胸部放疗引起的放射性肺炎往往导致治疗中断，降低疗效。本研究旨在以新型制剂减轻放射

性肺炎，以期改善患者对胸部放疗的耐受性及提高放疗的有效剂量。 

方法  C57BL/6 小鼠胸部照射 0 （正常对照组）， 5， 10，15 Gy 后，随机分成不同组：1）溶剂

对照组； 2）三个阳性药物对照组：西乐葆（30 mg/kg，PO）；地塞米松（3 mg/kg，ip）；

Amiforstin（200 mg/kg， iv）；3）新型制剂（40 mg/kg， PO）。每日治疗。于照射后 2.5 天

（急性期）及 17 天（亚急性期）从各组获取 8 只小鼠的血浆及肺组织，进行以下检测： 1）血浆

肺表面物质（SP-D）及 IL-1a 的含量（ELISA 法）； 2）肺灌洗液中 MPO 活性，粒细胞数量； 

3）照射肺组织 MPO,IL-1a，PF4，TNFa, VCAM-1，P-selectin，lymphotactin 的含量（E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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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4）病理观察肺部炎症反应。比较不同组这些客观炎症指标的差别来反映新型制剂对放射性

肺炎的疗效。 

结果  与溶剂对照组比，新型制剂与阳性对照药物一样，1）降低 10 及 15 Gy 放射引起的 SP-D 进

入血中及血浆 IL1a 的含量；2）肺灌洗液中 MPO 活性及粒细胞数量均降低；3）在急性期 2.5 天

时，照射肺组织中的 IL1a，PF4，TNFa, VCAM-1 均降低； 4）在亚急性期 17 天时，肺组织中的

IL1a，TNFa,，lymphotactinP-selectin 的含量亦降低；5）急性期及亚急性期的病理证实新型制剂

的肺部炎症反应（液体及炎性细胞渗出）均较轻。 

结论  新型制剂与现有临床上使用的三种抗放射性肺炎的药物一样，能够减轻放射引起无菌性炎症

的血管扩张及通透性增高，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释放，从而产生抗放射性肺炎的治疗效应。 

 
 
PK-107 

放疗与 Erb-(IL10)2 协同抗肿瘤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张政 秦颂兵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0 

 

目的  局部单次大剂量照射能够杀灭肿瘤细胞，而且影响肿瘤微环境。Erb-(IL-10)2 通过靶向肿瘤细

胞表面生长因子受体（EGFR）将 IL-10 靶向进入肿瘤内而抑制其生长。我们假设基于肿瘤过度表

达 EGFR，RT 与 Erb-(IL10)2 能产生协同抗肿瘤作用。 

方法  通过建立 C57BL/6 小鼠 B16-EGFR-SIY 黑色素瘤模型研究 RT10Gy、Erb-(IL10)2 1mg/kg 及

RT10Gy 联合 Erb-(IL10)2 1mg/kg 对肿瘤治疗作用，主要观测研究肿瘤生长曲线、免疫学参数及潜

在协同作用机制。 

结果  单次照射剂量 RT5Gy、RT10Gy、RT20Gy、RT30Gy 均能抑制肿瘤生长，且剂量越大抑制

作用越明显。RT10Gy 组、Erb-(IL10)2 1mg/kg 组均能抑制照射侧原位肿瘤生长，但较

RT10Gy+Erb-(IL10)2 1mg/kg 联合组作用弱，而且联合组能抑制非照射侧肿瘤生长,而 RT10Gy 则

不能。单次给药模型研究发现 Erb-(IL10)2 与 RT10Gy 给予间隔时间与抗肿瘤效果之间虽无统计学

意义，但同时给予或延迟 Erb-(IL10)2 至放疗后第 6 天给予与放疗后第 3 天给予相比均减弱其协同

作用。 剔除小鼠 CD4+ T 细胞、NK 细胞对联合治疗效果影响小，而剔除小鼠 CD8+T 细胞后联合

治疗效果消失。同时联合治疗能提高肿瘤引流淋巴结分泌 IFN-γ 特异性抗肿瘤能力。FTY720 能够

废除 RT 10Gy 与 Erb-(IL10)2 联合治疗产生的远位效应，但对照射侧肿瘤无影响。 

讨论  通过小鼠肿瘤放疗模型研究发现，单次 RT10Gy 联合低剂量 Erb-(IL-10)2 1mg/kg 具有协同抗

肿瘤作用，不仅能杀灭照射治疗侧的肿瘤，同时能抑制未受照射侧肿瘤生长，说明联合治疗能激发

全身性的肿瘤特异性免疫反应。通过剔除小鼠特异性免疫细胞及 FTY720 药物试验证明联合治疗主

要通过激活照射侧肿瘤内 CD8+ T 细胞发挥抗肿瘤作用，并且激活的 CD8+ T 介导远位效应。这一

研究结果对于放疗与靶向药物联合应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PK-108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在放射性脑损伤大鼠模型中抗-

VEGF 作用的初探 

 
马辰莺

1
 徐晓婷

1
 涂彧

2
 周菊英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苏州大学放射医学与防护学院 

 

目的  对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即恩度）在放射性脑损伤（RBI）治疗过程中作用的进行

评价。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504 

 

方法  健康 SD 大鼠随机分为假照组（Sham）、单纯用药组（EN）、单纯照射组（IR）、照射+用

药组（IR+EN），分别于照后 1、3、7、14、28、42、56 天被处死，取全部脑组织。通过 HE 染

色鉴别样本病理学改变，利用 QRT-PCR、Western blot、免疫组化判定样本中 VEGF 基因转录、

翻译、功能定位上的变化，利用组织干湿比法及单因素 COX 回归分析评估恩度应用于 RBI 的可行

性。 

结果（1）恩度应用于 RBI 治疗可能加重 RBI 急性期的血管源性水肿，但在 RBI 早发延迟期逆转脑

水肿趋势，同时延长血栓治疗窗；神经元在干预作用下的获益并不明显；（2）恩度应用于 RBI 治

疗可在全段观察期内下调 VEGF mRNA 的表达；恩度应用于 RBI 治疗可促使 VEGF 蛋白在照后

1、14、42 及 56 天时表达明显下降，在照后第 3、7、28 天过表达，同时对比 IR 组，IR+EN 组

VEGF 蛋白表达在照后第 3、7、28 及 56 天表达明显升高；恩度应用于 RBI 治疗可诱导血管内皮

细胞上调 VEGF 蛋白的分泌，另一方面，可降低胶质细胞及神经元细胞 VEGF 蛋白的分泌；（3）

恩度应用于 RBI 治疗，施予药物剂量在安全范围内。恩度仅在 RBI 早期提升实验动物生存率，但

从照后第 5 天起至观察终点，其生存率有明显下降，考虑影响因素为射线诱发的脑水肿及继发的炎

症因子风暴。 

结论  恩度应用于 RBI 模型可延长 RBI 早期的血栓治疗窗，但未能有效控制急性期脑水肿。然而在

RBI 早发延迟期抑制 VEGF 的表达导致的严重治疗副作用也将不容忽视。 

 
 
PK-109 

塞来昔布对人脑微血管内皮细胞放射后凋亡及释 6-酮-前列腺素

F1α、血栓素 B2 影响 

 
孙佳星 徐晓婷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探讨塞来昔布对人脑微血管内皮细胞（Human brai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HBMECs）放射后释放前列环素（PGI2）、{Hunter, 2013 #4;Kong, 2016 #2}血栓素 A2（TXA2）

和凋亡影响。 

方法 取对数生长期细胞分别按空白处理、单独接受 X 射线、塞来昔布联合 X 射线分为对照组

（Con）、单纯照射组(IR)、联合组(IR+C)，采用 CCK-8 法、克隆形成实验测定塞来昔布对

HBMECs 毒性及放射敏感性影响。放射后分为 6h、12h、24h、48h 时间点进行实验。采用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 (ELISA)检测放射后各组各时间点培养液中 PGI2、TXA2 代谢产物 6-酮-前列腺素

F1α( 6-keto-PGF1α ) 、血栓素 B2( TXB2) 含量及计算 TXB2/6-keto-PGF1α 比值，Annexin V-

FITC/PI 双染法测定各组各时间点细胞凋亡率，Western blot 检测相关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与单纯照射组相比，30μmol/L 塞来昔布浓度下联合组未见明显放射增敏效应（SER=0.9）；

与对照组比较，单纯放射组各时间点 TXB2/6-keto-PGF1α 比值升高（t=3.82~52.38，p<0.05）,凋

亡率明显升高(t=6.24~29.57，p<0.05)，Cox-2 及 P-JNK、Cleaved caspase-3 蛋白表达增加；与

单纯放射组比较，联合组各时间点 TXB2/6-keto-PGF1α 比值降低（t=3.09~4.75，p<0.05），凋亡

率降低(t=3.09~3.86，p<0.05)，Cox-2 及 P-JNK、Cleaved caspase-3 蛋白表达降低。 

结论 塞来昔布能减少放射后 HBMECs 释放 TXA2，降低 TXB2/6-keto-PGF1α 比值，并抑制放射后

细胞凋亡，其抗凋亡机制与抑制 Cox-2 及 P-JNK、Cleaved 

caspase-3 蛋白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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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10 

二甲双胍调控 PECAM-1 介导 MRPs 下调逆转辐射耐受鼻咽癌细胞

系 CNE-1/R 顺铂耐药 

 
王若雨 孙英明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科 116001 

 

目的  本课题组之前成功建立耐高剂量 X 线(300Gy)鼻咽癌细胞系 CNE-1/R,前期实验表示该细胞系

对顺铂耐药。本课题旨在探索一种新的逆转其顺铂耐药的疗法,并初步探讨其分子生物学机制。 

方法   用 0-50uM 顺铂分别处理 CNE-1 及 CNE-1/R 细胞系,MTT 法检测细胞活性,了解两个细胞系

对顺铂敏感性;用 RT-PCR 法及 WB 法检测 PECAM-1 表达水平;不同给药方式处理 CNE-1、CNE-

1/R 细胞,检测细胞活性及凋亡,明确二甲双胍是否增强顺铂细胞毒性; RT-PCR 法及 WB 法检测不同

剂量二甲双胍对 PECAM-1、MPRs 的影响;通过脂质体转染法将 PECAM-1 siRNA 及 PECAM-1 表

达质粒转染至 CNE-1/R 及 CNE-1 细胞后,分别用 0、20mM 二甲双胍处理细胞,RT-PCR 法及 WB 

法检测二甲双胍对过表达后 CNE-1 细胞 PECAM-1 的调节,流式细胞术检测凋亡。最后过表达及沉

默 PECAM-1,利用 RT-PCR 法及 WB 法检测 MRPs 家族成员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  MTT 法显示 CNE-1/R 顺铂 IC50 值 42.82umol,CNE-1 顺铂 IC50 值为 24.2umol;10mM 二甲

双胍显著??提高 CNE-1/R 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流式结果表明,20mM 二甲双胍较空白对照明显??

高顺铂对 CNE-1/R 细胞的细胞毒性。而在 CNE-1 细胞中却未呈现出联合效应;RT-PCR 及 WB 法

表明二甲双胍可下调 PECAM-1 及 MRP3、4、5 的表达水平,并呈浓度依赖模式;在 CNE-1 细胞中

过表达 PECAM-1 后,明显降低顺铂诱导的细胞毒性。联合二甲双胍后,PECAM-1 过表达组较空白

质粒组,细胞凋亡率下降;使 CNE-1/R 细胞沉默 PECAM-1 后,CNE-1/R 细胞对顺铂敏感,顺铂细胞毒

性提高, 联合用药后 PECAM-1 siRNA 细胞毒性上调;将 PECAM-1 表达质粒、PECAM-1 siRNA 成

功转染至 CNE-1 及 CNE-1/R 细胞系后,RT-PCR 及 WB 显示 MRP-3、MPR-4、MRP-5 表达水平与

PECAM-1 表达水平具有相关性。  

结论  二甲双胍通过下调 PECAM-1 介导的 MRPs 的表达逆转 CNE-1/R 对顺铂的耐药性,鉴于二甲

双胍的低毒性及临床运用安全性,其具有临床运用逆转顺铂耐药的潜在可能性。  

 
 
PK-111 

不同剂量大分割模式 X 线照射腹部对大鼠肾放射生物学 

效应的影响 

 
安永恒 王鑫 陆海军 何信佳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 266003 

 

目的   探讨低分割模式腹部 X 线照射对大鼠肾放射生物学效应的影响，为低分割模式在腹部照射的

临床应用提供试验参考依据。 

材料与方法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 5 组：对照组、4Gy 组、6Gy 组、8Gy 组、12Gy 组，各照射组

分别接受相应分割剂量的分次照射，观察腹部大分割照射后各组肾的质量、宏观及微观形态、功能

及凋亡蛋白表达的变化。测定大鼠放射结束后第 2、4、6、8 及 10 周肾脏系数、血肌酐（Scr）、

血尿素（BUN）的变化。常规 HE 染色观察大鼠肾脏的形态学变化，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凋亡蛋白

Bcl-2 及 Bax 的表达。 

结果  各照射组均可观察到不同程度肾脏体积缩小，皮质比例减小，肾小球毛细血管袢增厚，血管

腔扩大，肾小管上皮细胞间隙增大，部分上皮细胞肿胀、坏死；各照射组肾脏系数较对照组均降低

（P＜0.05）；各照射组血 Scr 和 BUN 均较对照组升高（P＜0.05）；各照射组 Bcl-2 蛋白表达水

平均较低，对照组肾血管内皮细胞、间质细胞 Bcl-2 为阴性或可疑阳性。对照组有微量的 Bax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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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表达，各照射组均有阳性细胞表达。12Gy 组及 8Gy 组均有较强的阳性细胞表达，主要是肾血

管内皮细胞及上皮细胞。 

结论  腹部低分割模式照射可造成大鼠肾脏的放射性损伤，损伤程度呈剂量和时间依赖性，其机制

可能与促凋亡蛋白 Bax 高表达、抑制凋亡蛋白 Bcl-2 低表达引起细胞凋亡有关。 

 
 
PK-112 

奥沙利铂联合不同分割方式照射对大鼠肾上腺生物学效应的影响 

 
安永恒 宗蕊 韩芳芳 陆海军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 266003 

 

目的  探讨不同分割方式照射联合奥沙利铂对大鼠肾上腺生物学效应的影响，为肾上腺的保护提供

研究依据。 

方法  将 150 只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 5 组：A 组，奥沙利铂+常规分割（200cGy/6f/1w）组；B

组，奥沙利铂+低分割（600cGy/2f/1w） 

组；C 组：奥沙利铂+大分割（1200cGy/1f/1w）组；D 组，单纯化疗组， E 组：对照组。其中

A、B、C、D 组先给予腹腔注射奥沙利铂 15mg/Kg，后给于 6MV-X 线照射，总照射剂量为 12 

Gy。于照射前和完成照射后第 3d、7d、14d、30d 清晨 08:00 在深度麻醉下每组处死 6 只大鼠，

测血皮质醇和观察肾上腺组织学改变。 

结果  各实验组（ABCD）同期放化疗后血皮质醇含量和肾上腺形态均发生变化。其表现为：照射

后第 3 天血皮质醇分泌增多，肾上腺髓质内窦状毛细血管扩张充血；第 7 天血皮质醇分泌较前下

降，肾上腺皮质体积不同程度缩小；第 14 天血皮质醇下降至基础水平，肾上腺皮质球状带细胞的

代偿性增生；第 30 天血皮质醇分泌上升及肾上腺形态学恢复。对照组各观察时间点皮质醇含量无

显著差异（P 值>0.05）,实验组第 3 天皮质醇含量与其他时间点之间皮质醇含量有显著差异（P 值

<0.05）。并且第三天不同照射剂量与皮质醇含量之间存在剂量效应关系。 

结论  同步放化疗可引起大鼠肾上腺的急性损伤，不同分割方式照射后皮质醇分泌量和肾上腺形态

发生阶段性的适应性改变, 并且与照射剂量有关。小鼠上腹部照射后第三天，血皮质醇含量与照射

剂量之间存在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 

 
 
PK-113 

节律基因 hPer1 抑制低剂量辐射肺腺癌细胞增殖和迁移 

 
常莉 杜小双 柏晗 李岚 侯宇 李文辉 

云南省肿瘤医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放疗中心 650118 

 

目的  明确肺腺癌 A549 细胞中节律基因 hPer1 表达的节律性，研究 hPer1 对低剂量辐射下肺腺癌

细胞增殖迁移的影响，并探讨相关机制。 

方法 1.TPA 诱导体外培养 A549 细胞的节律基因表达，通过荧光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48h 内不同时间点（间隔 2h）细胞中 hPer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2.TPA 刺激节律基因表达后，

hPer1-siRNA 转染入细胞中沉默 hPer1 表达，连续细胞计数绘制生长曲线，检测 hPer1 对细胞增

殖的影响。3.分别以 0、0.2、0.5、1.0Gy x 线照射 hPER1 表达峰值、谷值及干扰 A549 细胞，

Transwell 检测细胞迁移变化，比较差异。4.Western-blot 检测照射后各组细胞 PCNA、

ATM1981Ser-P 和 MMP-2 蛋白表达。 

结果  1.A549 细胞中节律基因 hPer1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均呈近日节律变化，周期约为 24h。

mRNA 表达峰值位于 ZT20 和 ZT44，谷值位于 ZT8 和 ZT32；蛋白表达节律位相较 mRNA 延迟

6h，峰值位于 ZT26，谷值位于 ZT14。2.单纯 TPA 刺激的细胞生长速度低于对照和 hPer1 干扰

组。3.hPER1 表达谷值、干扰和对照组之间细胞迁移率无显著差异，hPER1 峰值照射组迁移率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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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降低，以 0.2Gy 和 1.0Gy 照射迁移率更低。4.hPER1 表达峰值组细胞中 PCNA 表达较 hPER1

谷值、干扰和对照组明显降低，特别是 0.2Gy 和 1.0Gy 照射组显著降低（P<0.01）。谷值组和干

扰组间表达无显著差异，但均较对照组低。5.0.2Gy x 线照射时，A549 细胞出现 ATM 蛋白

Ser1981 磷酸化，ATM 激酶活化，0.5Gy 照射时活化显著增加，1.0Gy 照射时活化有一定程度下

降；而 hPER1 峰值、谷值和干扰组 ATM 磷酸化程度较对照组降低，以 hPER1 峰值组下降最明显

（P<0.05）。6.hPER1 峰值组细胞中 MMP-2 表达显著低于其他组（P<0.05）。0.2Gy 和 1.0Gy

照射细胞 MMP-2 表达相似，均低于 0.5Gy 照射和未照射细胞（P<0.05）。  

结论  肺腺癌 A549 细胞中 hPer1 的 mRNA 和蛋白均呈近日节律表达，hPer1 对 A549 细胞增殖具

有抑制作用，hPer1 和低剂量放射对 A549 细胞迁移具有协同抑制作用，PCNA、ATM 激酶和

MMP-2 在该效应发生中发挥了作用。 

 
 
PK-114 

低温等离子体联合 X 射线照射对人肝癌裸鼠肿瘤模型的 

生物学效应 

 
陈辰

1
 王利利

1
 涂彧

2
 徐晓婷

1
 秦颂兵

1
 周菊英

1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苏州大学放射医学与防护学院 

 

目的  探讨低温等离子体（NTP）联合放射治疗对人肝癌荷瘤裸鼠的生物学效应。 

方法  通过皮下接种人肝癌 HepG2 肿瘤细胞，建立人肝癌 HepG2 裸鼠肿瘤模型。应用苏木素伊红

染色（HE）观察肿瘤微环境改变；应用原位末端转移酶标记技术（TUNEL）测定肿瘤组织内细胞

凋亡水平；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金属蛋白酶 2（MMP-2）表达情况；应用透射电镜观察细胞器

结构改变。 

结果  对照组、低温等离子体治疗组、X 射线照射组、低温等离子体（NTP）联合放射治疗组，各

组终末肿瘤体积分别为（543.96±108.45）mm3、（436.54±65.49）mm3、（351.66±56.68）

mm3、（281.97±35.60）mm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HE 染色显示联合治疗组较

其余各组出现更大面积坏死区域，TUNEL 显示凋亡指数分别为（0.95±0.13）%、

（5.82±0.26）%、（7.53±0.43）%、（11.07±0.3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免

疫组化显示各组免疫评分分别是 12、9、9、2，电镜下观察发现联合治疗组较其余各组出现更多凋

亡小体，并伴随线粒体水肿。 

讨论 低温等离子体和放射治疗在治疗人肝癌荷瘤裸鼠模型上具有协同作用，为治疗恶性肿瘤提供

一种新的治疗可能。 

 
 
PK-115 

Torin2 通过抑制 mTOR 信号通路和 ATM 磷酸化增强乳腺癌细胞放

射敏感性 

 
罗佳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肿瘤中心 400042 

 

目的  mTORC1 抑制剂依维莫司已用于晚期晚期乳腺癌治疗。本研究旨在探讨特异性 mTOR 抑制

剂 Torin2 对乳腺癌细胞系 MCF-7 放射敏感性的影响。 

方法  CCK8 法检测 Torin2 对乳腺癌 MCF-7 细胞增殖抑制作用；IC20 浓度(20 nM) Torin2 预处理

不同剂量射线照射的 MCF-7 细胞，克隆形成实验检测 Torin2 对乳腺癌细胞放射敏感性的作用，线

性二次模型拟合生存曲线并计算放射增敏系数。流式细胞术检测 Torin2 对乳腺癌细胞周期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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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WB 检测 Torin2 对 mTOR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4EBP1、p-4EBP1、AKT、p-AKT)、DNA 损伤

修复蛋白(ATM、p-ATM、ATR)以及 γ-H2AX 表达的影响。 

结果  Torin2 对乳腺癌细胞的增殖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呈剂量依赖效应。 Torin2 对乳腺癌 MCF-

7 细胞增殖抑制的 IC50及 IC20值分别为 242.5±32.6 nM、23.6±4.3 nM。与单纯照射相比，20 nM 

Torin2 预处理细胞导致 MCF-7 细胞放射敏感性显著增加(EF=1.52±0.38, P<0.001)。MCF-7 细胞经

Torin2 联合照射处理与单纯照射组相比 G1 期细胞比例显著增多(65.2±8.5% vs 48.6±6.3%, 

P<0.05)，S 期细胞减少(21.3±6.3% vs 32.6±5.4%, P<0.05)。20 nM Torin2 联合 4 Gy 照射与单纯

4 Gy 照射组相比诱导的双链断裂修复蛋白 γ-H2AX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3.11±0.45, P<0.001 )。WB

实验表明，4 Gy 单纯照射导致 p-AKT 和 p-4EBP1 等 mTOR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显著上调，

而 20 nM Torin2 预处理 1 小时可下调受辐射激活的 p-AKT 表达 (1.78±0.35 vs 0.016±0.004, 

P<0.001)和 p-4EBP1 表达(1.42±0.15 vs 0.012±0.002, P<0.001)。此外，Torin2 还可以抑制 DNA

损伤修复相关蛋白(ATM、p-ATM)的表达。 

结论  Torin2 可通过抑制 mTORC1/2 的活性并下调 DNA 损伤修复相关蛋白表达增强 MCF-7 细胞

的放射敏感性。 

 
 
PK-116 

Dynamic changes of c-Fos NF-κB genes and Ca Fe Cu Zn Mg 

elements in the injured brain of rats by ionizing 

radiation 
 

Chao Xu
1
,Lili Wang

1
,Yu Tu

2
,Xiaoting Xu

1
,Songbing Qin

1
,Juying Zhou

1
 

1.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School of Radiation Medicine and Protection of Soochow University 

 

Our study investigated the dynamic changes of c-Fos and NF-κB genes and evaluated Ca, 
Fe ,Cu, Zn, Mg content of hippocampal tissue in the injured brain of rats which irradiated by 20 

Gy of electron beams(5MeV). The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blank group（18, N=3）, 

the protective group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400 mg/kg body weight 10% MgSO4 solution 
+ a single whole brain 20 Gy electron beam irradiation, 18, N=3) and the irradiated group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400 mg/kg body weight normal saline + a single whole brain 20 Gy 
electron beam irradiation, 18, N=3), whole brain of the protection group and the irradiated group 
were irradiated by (5 MeV) once, namely radiation-induced brain injury(RBI). We used the qRT-
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to test the expression of c-Fos and NF-κB genes, and used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emission spectroscopy to quantitative analysises Ca, Fe, Cu, Zn, Mg contents of 
hippocampu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 after radiation. The expression of c-Fos 
and NF-κB were increasing in RBI models after irradiated, and the protective group were less 
than the irradiated group. Ca content in different time and Fe content in 1 ,3 ,7 d of the irradiated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blank group(t=11.41,6.81,14.03,17.17,6.89,9.12 and 
5.43,5.66,3.60, P<0.05), and Ca content in different time of the protective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in the irradiated group, (t=5.35,5.28,11.02,14.26,5.68,9.10, P<0.05); Cu content in 
1, 7, 14,60 d and Zn content in 1, 7, 14, 30, 60 d of the irradiated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in the 
blank group(t=4.24,3.76,4.76,3.86 and5.25,4.78,26.53,6.67,11.37, P<0.05), and Cu content in 
different time of the protective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in the irradiated group 
(t=4.23,3.57,4.01,4.73,3.78,3.44,P<0.05), Zn content in 14 d of the protective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irradiated group(t=6.21, P<0.05). Mg content in 7 d of the irradiated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in the blank group(t=5.85, P<0.05). Conclusion  In the RBI model, adding Mg2+ can 
alleviate radiation-induced brain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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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17 

兔肝脏 VX2 肿瘤模型构建方法对比 

 
王新春 贾晓晶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2 

 

目的  对比两种兔肝脏 VX2 肿瘤模型构建方法的成瘤率、腹膜及切口种植率以及远处转移率。 

材料与方法  首先在荷瘤兔后腿部荷瘤，两周后取新鲜的瘤组织，分别制成肿瘤组织悬液及大小

1mm3 的瘤组织块，将 60 只体重在 2.5kg 左右的新西兰雌性白兔随机分为 A、B 两组，A 组接受开

腹组织悬液注射加明胶海绵封堵法于兔左外侧叶肝脏种植 VX2 肿瘤，B 组接受开腹组织块种植加

明胶海绵封堵法于兔左外侧叶肝脏种植 VX2 肿瘤，于术后 14 天行 CT 检查，观察两组成瘤率及肿

瘤大小，然后处死两组模型兔，解剖各模型兔，观察腹膜、切口及肺部的转移情况。 

结果  A 组成瘤率为 93.3%（28/30），B 组成瘤率为 92.8%（26/28）， A 组仅腹膜转移率为

100%（28/28）；腹膜合并切口转移率为 78.6%（22/28）；腹膜合并远处转移率为 28.6%

（8/28）；腹膜、切口及远处转移率为 28.6%（8/28）。B 组仅腹膜转移率为 19.2%（5/26）；腹

膜合并切口转移率为 11.5%（3/26）；腹膜合并远处转移率为 3.8%（1/26）；腹膜、切口及远处

转移率为 3.8%（1/26）。 

结论  A 组与 B 组的成瘤率差异不大，但是在腹膜及切口种植率以及远处转移率方面，B 组明显低

于 A 组。这表明在兔肝脏 VX2 肿瘤模型构建中，开腹组织块种植加明胶海绵封堵法明显优于开腹

组织悬液注射加明胶海绵封堵法。 

 
 
PK-118 

TGF-β1/Smad3 对辐射所致鼻咽癌细胞凋亡及细胞周期分布的的

影响 

 
李铭仪 陈冬平 冯晓敏 刘锦全 李洲宇 尹文晶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510220 

 

目的  探讨 TGF-β1/Smad3 在辐射所致鼻咽癌细胞 CNE-2 凋亡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CNE-2 细胞分为 6Gy 照射组、TGF-β1+6Gy 照射组以及对照组，免疫荧光方法检测 γH2AX

焦点形成试验，流式细胞仪检测凋亡细胞及细胞周期分布，MTS 法检测细胞生长生长活力，绘制

生长曲线并计算生长增殖率。Western blot 检测 P－ATM、pCHK1、pCHK2、CDC25A、p-

Smad3、Smad3、P15 和 CDK4 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照射组及 TGF-β1+6Gy 照射组凋亡细胞数明显增多，细胞核体积缩小，可见浓染致密的

γH2AX 表达。TGF-β1+6Gy 照射组的 γH2AX 表达相对于对照组与 6Gay 照射组明显增加。6Gy 照

射组和 TGF-β1+6Gy 照射组的 G2/M 期细胞比例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TGF-β1+6Gy 照

射组与 6Gy 照射组相比，S 期明显增加（P<0.05）。TGF-β1+6Gy 照射组和 6Gy 照射组的凋亡及

坏死细胞比对照组的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TGF-β1+6Gy 照射组的凋亡和坏

死细胞比例明显比 6Gy 照射组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P<0.05）。对照组、6Gy 照射组和

TGF-β1+6Gy 组的 CNE-2 细胞克隆形成率分别为 0.60、0.03 和 0.01，与对照组相比，6Gy 照射组

和 TGF-β1+6Gy 组的细胞克隆形成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 6Gy 组相比，

TGF-β1+6Gy 组的细胞形成率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Western-blot 结果显示 TGF-

β1 处理组相对于单独 6Gay 照射组，p-ATM，p-CHK1，p-CHK2，P15，p-Smad3，CDC25A，

CDK4 表达下调，Smad3 表达无明显变化。 

结论  TGF-β1 可增加照射所致鼻咽癌细胞的凋亡，可能与增加 S 期细胞比例以及抑制 Smad3 磷酸

化同时促进 ATM 磷酸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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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19 

急性期放射性心肌损伤病理学表现及损伤机制研究 

 
武亚晶

1
 王军

1
 王升

2
 郭银

1
 曹峰

1
 王祎

1
 刘青

1
 程云杰

1
 焦文鹏

1
 

1.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2.河北医科大学生理教研室 

 

目的 建立动物实验模型观察放射性心肌损伤急性期的病理学表现，探索损伤机制 

方法 成年雄性 SD 大鼠 12 只完全随机法分为对照组(n = 6)和照射组(n = 6)。照射组采用 6MV-X 线

单次 20Gy 经心前区照射构建放射性心脏损伤模型，照射后第 14 天，应用 HE 染色观察心肌细胞

及细胞间质形态学改变；Masson 染色观察胶原纤维分布情况，并以心肌胶原容积分数

(collagen volume fraction, CVF)作为半定量分析指标进行两组间比较。ELISA 法检测氧化应激指标

抗氧化酶总超氧化物歧化酶（T-SOD）活力和氧化损伤产物丙二醛（MDA）浓度。Western Blot

法检测纤维化标志性蛋白Ⅰ型胶原（COL-1）和内质网应激相关蛋白 GRP78 和 CHOP 的表达水平 

结果 大鼠心脏局部照射后第 14 天，HE 染色 200 倍显微镜下观察心肌组织，照射组较对照组心肌

细胞排列紊乱，明显水肿，部分心肌细胞断裂，无明显坏死，心肌细胞核轻度固缩，心肌间质炎性

细胞渗出。经 Masson 染色后心肌组织中所有胶原纤维被染为绿色，主要分布于小血管周围及心肌

细胞间质。半定量分析结果显示照射组 CVF 明显高于对照组(11.35 ± 0.12% vs 5.23 ± 0.21%，t=-

11.660, P＜0.001)，同时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纤维化标志性蛋白 COL-1 表达水平升高(t=-

31.787, P＜0.001)。ELISA 结果显示放射线引起心肌组织 T-SOD 活力增高（156.61± 4.60 

U/mgprot vs 137.06 ± 5.14 U/mgprot，t=-2.720, P=0.042），同时伴有氧化损伤产物 MDA 浓度上

升(2.36 ± 0.21 nmol/mgprot vs 1.31 ± 0.16 nmol/mgprot，t=-4.034, P=0.007)。Western blot 显示

放射线引起心肌组织内质网应激蛋白 GRP78 和 CHOP 表达水平均升高(GRP78: t=-2.672, 

P=0.037;CHOP: t=-3.787, P=0.009) 

结论 放射性心肌损伤急性期病理学损伤主要为心肌细胞变性，间质炎性渗出，小血管周围和心肌

间质胶原沉积。放射性心脏损伤急性期内即可发生心肌组织纤维化，机制可能与放射线引起的氧化

应激、内质网应激有关 

 
 
PK-120 

人喉鳞癌细胞株及其放射抗拒株差异蛋白在不同放射敏感性细胞

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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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在通过蛋白质双向电泳和质谱分析挑选出人喉鳞癌细胞株(Hep-2)及其子代放射抗拒株(Hep-

2R)14 个差异蛋白质的基础上，验证差异表达倍数最大的蛋白质(线粒体 DNA 单链结合蛋白)在

Hep-2 及 Hep-2R 细胞株上表达，以探讨放射敏感性的调控机制。 

方法  在这 14 个差异蛋白质中挑选出差异倍数最大的线粒体 DNA 单链结合蛋白作为目的蛋白，线

粒体 DNA 单链结合蛋白在 Hep-2R 上表达上调，说明其可能与放射抗拒相关。运用 Western 

blotting 验证目的蛋白在放射相对敏感细胞株 Hep-2 及放射相对抗拒细胞株 Hep-2R 上的表达。 

结果  通过 Western blotting 观察到线粒体 DNA 单链结合蛋白在 Hep-2R 上表达明显上调，与双向

电泳结果相符合。 

结论  线粒体 DNA 单链结合蛋白与放射敏感性存在密切的关系，有可能成为放射增敏靶点或预测肿

瘤细胞内放射敏感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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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21 

基于模式动物斑马鱼的 个体肿瘤放疗敏感性测试平台的建立 

 
孙春堂 谭燕 王培 王卫东 李涛 郞锦义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由于肿瘤细胞的异质性，即使是同种病理类型的肿瘤细胞却可能具有不同的治疗结局。而患者肿瘤

活检标本内的肿瘤活细胞具备了个体肿瘤的全部生物学特性信息，是检测分析获取恶性肿瘤最优个

体化治疗方案的最佳对象。如何针对患者个体肿瘤细胞检测其放疗敏感性以此制定出最合适的放疗

剂量分割模式，提高肿瘤放疗疗效，成为肿瘤放射治疗学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拟利用

Rho 激酶抑制剂（Y-27632）及成纤维细胞滋养细胞构建条件重编程细胞(CRCs)培养体系，以此体

外快速培养扩增肿瘤原代细胞并同时保持肿瘤细胞的生物学特性，然后将扩增所得肿瘤细胞通过显

微注射方式引入转基因全透明斑马鱼体内构建斑马鱼移植瘤模型，进而在该移植瘤模型上探索构建

肿瘤细胞放疗敏感性检测平台。对个体肿瘤细胞进行放射敏感性测试，为临床恶性肿瘤患者放疗方

案的制定提供最佳证据支持。 

细胞重编程技术（Cell Reprogramming）是指已分化的体细胞在特定的条件下被逆转恢复到全能状

态，或者形成胚胎干细胞系，或者进一步发育成一个新的个体的过程。诱导体细胞重编程的方法有

许多，如核移植、细胞融合、以及分子调控诱导等。最近有学者发现将一种 Rho 激酶抑制剂（Y-

27632）加入成纤维细胞滋养细胞后可在体外快速诱导正常上皮细胞或肿瘤细胞迅速无限增殖，形

成条件重编程细胞，能够在短期内使少量细胞克隆出大量的子代细胞。而当从中撤除抑制剂或成纤

维滋养细胞后，肿瘤细胞会迅速恢复到从前的细胞表型和生物学特性。这一发现为我们解决恶性肿

瘤患者个体放疗敏感性测试中肿瘤细胞的原代培养扩增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 

本项研究拟利用 Rho 激酶抑制剂（Y-27632）及成纤维细胞滋养细胞构建条件重编程细胞(CRCs)

培养体系，以此体外快速培养扩增肿瘤原代细胞并同时保持肿瘤细胞的生物学特性，然后将扩增所

得肿瘤细胞通过显微注射方式引入转基因全透明斑马鱼体内构建斑马鱼移植瘤模型，进而在该移植

瘤模型上探索构建肿瘤细胞放疗敏感性检测平台，检测并探索不同放疗剂量分割模式与个体肿瘤细

胞放疗敏感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力争通过简便、经济、快捷的方法对个体肿瘤细胞进行放射敏感性

测试，以期获得最佳放疗剂量分割模式，为临床恶性肿瘤患者放疗方案的制定提供最佳证据支持。

此外，该检测平台的成功建立，亦可用于恶性肿瘤化疗方案及分子靶向治疗方案的筛选，能够为恶

性肿瘤的个体化诊断与治疗提供基于患者肿瘤活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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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R-196b Regulates the Response of Ionizing 

Radiation by Modulating HR23B Levels i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Cells(ASTRO Poster) 
 

Cao YuanJie
1
,Shen Yan Nan

2
,Kim Shang Hoon

3
,Xu Li Ming

1
,Ren Kai

1
,Gong Lin Lin

1
,Yuan Zhi Yong

1
,Zhao Lu 

Jun
1
 

1.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2.School of Public Health， Jilin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Biology， Kyung Hee University 

 

Purpose/Objectives  MicroRNAs(miRNAs) are small, well-conserved, non-coding RNA species 
to regulate post-transcrptional activation. Although miRNA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regulation 
of crucial processes such as the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the role of miRNA in tumor 
cells by ionizing radiation is still unclear. In this study, we hypothesized that alterations in miRNA 
expression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overall response of radioresistant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cells (SNU-638) to radiation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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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Methods We determined the profile of microRNA expression in the SNU-638 cells in 
response to ionizing radiation by using the miRNA microarray. Clonogenic assay, and trypsin blue 
assay were performed to analyze cell proliferation, colon formation,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Overexpression of miR-196b levels in SNU-638 cells transfected with pcDNA3.1-miR-196b 
was detected by qPCR analysis. Radiation induced DNA damage of SNU-638 cells were 
determined by staining of γ-H2AX or nuclei (DAPI) through immunofluorescence. Immunoblotting 
and qPCR was used to show expression of endogenous HR23B in SNU-638 cells.  
Results  We found that miR-196b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following radiation(4Gy) by using 
the miRNA array and qRT-PCR. The miR-196b significantly sensitized SNU-638 cells to radiation 
treatment. We next identified that miR-196b suppress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DNA repair 
protein HR23B as a target gene of miR-196b, which leads to impairing the repair of DNA damage 
in SNU-638 cells. 
Conclusions  Our data indicate that miR-196b, one of the down-regulated miRNAs by IR, 
was demonstrate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human cancer cells by 
targeting HR23B. Thus miR-196b can be a potential target for enhancing the effect of radiation 
treatment o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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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xorubicin (Dox) is a widely used antitumor agent for various types of malignant 
tumors.Although it possesses powerful antitumor activity,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is seriously 
encumbered by its unselective distribution and systemic toxicity, especiallymyocardial toxicity. So, 
it is imperative to modify Dox to decrease its systemic toxicity and improve its therapeutic index. 
In our study, we adopted a novel kind of monomethoxy poly(ethylene glycol)-poly(ε-
caprolactone) (MPEG-PCL) micelles to encapsulate Dox to form Dox-loaded MPEG-PCL 
nanoparticles (Dox/MPEG-PCL) by self-assembly method. The cellular uptake efficiency and cell 
proliferation inhibition of Dox/MPEG-PCL were examined in vitro. The antitumor activity of 
Dox/MPEG-PCL was evaluated on a multiple pulmonary metastasis model of melanoma on 
C57BL/6 mice. Systemic toxicity and survival time were compared between Dox/MPEG-PCL 
treated mice and free Dox treated mice. Toxicity to the myocardium was evaluated in tumor-free 
mice with prolonged observation period.   
Encapsulationof Dox in MPEG-PCL micelles improved the cellular uptake and cell 
proliferation inhibition of Dox in vitro.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Dox/MPEG-PCL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inhibition of the growth of lung metastasis of melanoma (both number and size of 
metastases) and prolonged survival time compared with free Dox treated mice (P<0.05). 
Dox/MPEG-PCL did not show obvious additional systemic toxicity compared with free Dox during 
the experimental time. In prolonged observation period, obvious decreased toxicity to the 
myocardium was observed in Dox/MPEG-PCL treated mice compared with free Dox. Our data 
indicated that encapsulating Dox into MPEG-PCL micelles could significantly promote its anti-
tumor activity and reduce its toxicity to myocar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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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C19A2 介导鼻咽癌 SCLCCs 放射抵抗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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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放射抵抗是导致鼻咽癌局部复发的主要原因。肿瘤干细胞样细胞（stem cell-like cancer cells, 

SCLCCs）是放射治疗抵抗及肿瘤复发转移的根源。本课题尝试建立一种新的鼻咽癌 SCLCCs 分

选方法，并进一步探讨维生素 B1 转运蛋白 SLC19A2 对鼻咽癌 SCLCCs 代谢特征及放射敏感性的

影响。 

方法 我们采用三维纤维蛋白软胶的培养方法，分离得到人鼻咽癌克隆球细胞群，并进一步通过下

列实验来鉴定其 SCLCCs 特性：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干性相关蛋白的表达；流式检测侧

群细胞比例；MTT 检测其活性；Transwell 实验检测其迁移能力；通过凋亡实验检测其对化疗药物

的抵抗；利用克隆形成实验以及 γ-H2AX 免疫荧光检测评估其放射敏感性；体内实验，给裸鼠皮下

注射不同浓度的克隆球细胞来观察其成瘤能力。进一步我们探讨了维生素 B1 转运蛋白在鼻咽癌

SCLCCs 在调节糖酵解以及放射敏感性中的作用。最后，我们利用 microRNA 芯片以及

Targetscan 寻找调控 SLC19A2 表达的 microRNA，利用萤光素酶报告基因对二者的相互作用进行

验证。 

结果  鼻咽癌细胞在 3D 纤维蛋白软胶中能够形成克隆球，而且，3D 软胶分离的克隆球细胞群具有

SCLCCs 的特性：干性相关蛋白表达升高，侧群细胞比例升高，增殖、迁移能力增强，放化疗抗拒

以及裸鼠成瘤能力增强（约 100 个细胞在裸鼠皮下机会成瘤）。我们进一步发现 3D 模型中鼻咽癌

SCLCCs 维持较低的 ROS 水平以及高糖酵解水平。另外，我们发现鼻咽癌 SCLCCs 高表达

SLC19A2。下调 SLC19A2 表达后，SCLCCs 糖酵解减弱，ROS 水平升高，放射敏感性升高。

microRNA 芯片和 Targetscan 数据库提示 mir205-5p 可调控 SLC19A2 的表达。利用萤光素酶报告

基因的方法，我们确认了 mir205-5p 和 SLC19A2 之间的直接作用。 

结论 我们建立了富集鼻咽癌 SCLCCs 的新方法——3D 纤维蛋白软胶培养。另外，我们发现

SLC19A2 表达上调是鼻咽癌 SCLCCs 中一个重要的代谢特征。这一特征使其鼻咽癌 SCLCCs 维

持较低的 ROS 水平，从而导致放射抵抗。mir205-5p 可能是调控 SLC19A2 表达的机制之一。

SLC19A2 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放射增敏靶点，为开发靶向鼻咽癌 SCLCCs 的治疗策略提供新思

路。 

 
 
PK-125 

重组人神经调节蛋白（rhNRG-1β）对放化疗心肌损伤 

保护作用的研究 

 
谷安鑫

1
 张艳

1
 冯丽娜

1
 接亚敏

2
 白彦灵

1
 鄂明艳

1
 

1.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目的  恶性肿瘤放化疗治疗造成的心脏损伤是肿瘤治疗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难题。本实验研究

rhNRG-1β 对放化疗心脏损伤的保护作用，并初步寻找其作用机制，为临床研究提供一定理论基

础。 

方法  本研究自主构建序贯化放疗心脏损伤动物模型模拟临床治疗模式，以 SD 大鼠心脏及离体成

年 SD 大鼠心肌细胞为研究对象，实验分组为：①空白对照组、②Dox（阿霉素）+Vehicle、③

Dox+NRG（rhNRG-1β）、④R（照射）+Vehicle、⑤R+NRG、⑥Dox+R+Vehicle、⑦

Dox+R+NRG 利用超声心动图、医用直线加速器、HE 染色/Masson 染色、Western blot、免疫荧

光、免疫共沉淀、细胞凋亡检测（TUNEL 法）、电镜等多种实验方法，从分子、细胞、组织及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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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活体水平多方面进行研究。阐明 rhNRG-1β 对放化疗心脏损伤的保护作用，从活体动物水平观察

生存期、心功能动态变化及心肌损伤血液学标记物，进而从病理学层面观察对心肌组织、间质、线

粒体稳态及心肌细胞凋亡改变；并在体外心肌细胞水平再次证实。最后从心肌细胞凋亡角度进行研

究，证实 rhNRG-1β 在放化疗心脏损伤中起到保护作用的信号通路。 

结果  rhNRG-1β 对放化疗损伤保护作用：（1）活体结果：有效延长联合损伤组大鼠生存时间；改

善左心室收缩功能；血液中心肌肌钙蛋白 cTnI 水平同步降低；（2）病理结果：心脏/体重比值增

加；心肌细胞退化程度和心肌纤维间质增生程度减低；心肌组织中心肌细胞 ATP/CCO/SHD/MMP

水平均有所恢复；心肌收缩带减少、自噬泡减少、肌浆网损伤减轻；（3）离体心肌细胞水平：与

病理结果相一致；（4） 

rhNRG-1β 作用信号通路为 PI3K/AKT→BAX/BCL-2 联合 SIRT1→BAX/BCL-2 抗凋亡。 

结论  rhNRG-1β 能够通过抗心肌细胞凋亡方式对放化疗心肌损伤的能够有效起到保护作用；其作

用机制为直接通过抑制 PI3K/AKT 通路升高 BAX/BCL-2 比值和间接通过增加 SIRT1 蛋白表达升高

BAX/BCL-2 比值两途径联合抑制心肌细胞凋亡，为 rhNRG-1β 从抗心肌细胞凋亡角度保护放化疗

心脏损伤的角度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PK-126 

X 射线心脏局部照射致心肌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 

 
张洪明 李险峰*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 030001 

 

目的  利用 X 射线照射大鼠心脏，构建心脏辐射损伤动物模型，研究放射性心脏损伤（ RIHD）早

期心肌细胞凋亡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 48 只健康雄性 Sprague-Dawley 大鼠，随机分为假照射组（sham）、照射组（RIHD）。假

照射组 8 只，不接受 X 射线照射，照射组大鼠心脏接受 X 射线 20Gy 单次剂量照射，然后分为

12h、24h、2d、4d、1w、2w 等 6 个亚组，分别在照射后（12h、24h、2d、4d、1w、2w）取心

脏标本，分离大鼠左心室心肌，应用 TUNNEL 法检测大鼠心肌细胞凋亡百分率；采用 real-time 

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实验技术检测 1w 组、2w 组心肌组织 B 淋巴细胞瘤-2 相关 X 蛋白（Bax）

的 mRNA 和蛋白、细胞色素 C（ Cyt-C）及心肌细胞线粒体 Cyt-C 的表达水平变化以及 12h 组、

24h 组、2d 组、4d 组、1w 组心肌细胞线粒体 Bax、BH3 结构域凋亡诱导蛋白截断体（ t-Bid）的

表达变化。 

结果 1. 一般情况：照射前与照射后一周相比，模型大鼠出现活动减少、行动缓慢现象，且体重显

著降低（P<0.05）。2.心肌细胞凋亡情况: 与假照射组相比，心肌细胞在 X 射线照射后 12h 至 2w

内出现显著凋亡（P<0.05），且在 24h 达到高峰。3. real-time PCR 结果：心肌组织在 X 射线照射

后 1w 和 2w，Bax 的 mRNA 表达显著增加（P<0.05）;与照射后 2w 组相比，1w 组表达更加明

显。4. western blotting 结果：与假照射组相比，1X 射线照射后 1w 组、2w 组心肌组织 Bax、Cyt-

C 表达增加（P<0.05），而心肌线粒体 Cyt-C 表达明显下降（P<0.05）；2 线粒体 Bax 在 X 射线

照射后 12h、24h、2d、4d 表达增加（P<0.05）；3 心肌细胞线粒体 t-Bid 在 24h、2d、4d 表达显

著增加（P<0.05）。  

结论 1. X 射线心脏局部照射引起放射性心脏损伤早期出现心肌细胞凋亡。 2. 放射性心脏损伤早期

心肌细胞凋亡的可能机制是线粒体介导促凋亡蛋白 Bax 激活且发生转位，与线粒体膜融合致 Cyt-C

释放，启动细胞凋亡程序。3. Bax 可能在 t-Bid 蛋白的协助下与线粒体膜融合形成特异性通道，介

导 Cyt-C 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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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27 

A549 肺腺癌裸鼠移植瘤放射治疗模型的建立及联合重组人血管

内皮抑素治疗的疗效观察 

 
杨燕光 杨百霞 刘春 储开岳 曹飞 顾培 

南通市肿瘤医院 226361 

 

目的 建立 A549 肺腺癌裸鼠移植瘤放射治疗模型，观察其联合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治疗的疗效。 

方法 将培养的人肺腺癌 A549 细胞株接种于裸鼠背部皮下脂肪垫，每周测量、记录裸鼠肿瘤形成与

生长状况，接种 10 天后将裸鼠随机分为 5 组，每组 5 只，所有用药均采用裸鼠瘤周皮下注射。A

组（对照组）：d1-14，0.9％氯化钠溶液 0.2mL；B 组（Endostar 治疗组）：d1-14，Endostar

（400ug/d）；C 组（Endostar 联合放疗组），Endostar 的使用方法与 B 组相同，根据放疗时机的

不同分 C1 组、C2 组和 C3 组，放疗方法：9Mev 电子线照射肿瘤区域 DT：10Gy/次/天×2 次，C1

组：d1、d3，C2 组：d5、d7；C3：d9、d11。实验期间观察裸鼠的精神、饮食情况；每周测量裸

鼠体重 1 次，治疗结束 10 天，处死裸鼠，取出瘤块，测量肿瘤重量和肿瘤体积。并进行病理切

片，行 HE 染色与免疫组化染色，观察形成肿瘤组织的病理结构与肿瘤组织中 VEGF、MVD 的表

达情况。 

结果 成瘤率 100%，空白 A 组和 B 组单给药期间进食及活动状况良好，C 组在放疗后均出现一定

程度的食欲下降以及精神状态低沉；抑瘤率：B 组、C1 组、C2 组、C3 组抑瘤率均低于对照组

（P<0.05），其中 C2 组抑瘤作用最明显；H-E 染色形态观察：放射治疗与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联

合组肿瘤细胞坏死、变性显著；VEGF、MVD 表达情况：放射治疗与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联合组表

达显著低于空白对照组或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对照组（P<0.05）。 

结论  A549 肺腺癌裸鼠移植瘤放疗模型可作为肺癌的实验研究的有效工具，Endostar 联合放射治

疗可以提高疗效，使用 Endostar 后 6 天左右放疗，抗肿瘤作用最明显。 

 
 
PK-128 

Th1/2 杂合细胞在放射性肺损伤中的作用研究 

 
田小丽 谢丛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肿瘤放化疗科 430071 

 

目的 通过构建小鼠放射性肺损伤模型，采用流式细胞术探讨放射性肺损伤中 Th1、Th2 和 T-

bet(+)GATA-3(+)Th1/2 杂合细胞间的表达情况，探索放射性肺损伤中的免疫调控机制。 

方法 C57BL/6 小鼠全胸部照射 12.5Gy 构建放射性肺损伤模型，通过肺组织 HE 和 Masson 染色进

行放射性肺损伤模型鉴定。肺组织经机械加胶原酶消化法得到单细胞悬液，使用 MACS 磁珠分选

小鼠肺组织中的 CD4+T 淋巴细胞，采用流式细胞术进行分选纯度鉴定，采用流式细胞术通过对 T-

bet 和 GATA-3 两个核内蛋白染色对 CD4+淋巴细胞进行 Th1 细胞、Th2 细胞、Th1/2 杂合细胞分

型，检测 Th1 细胞，Th2 细胞以及 Th1/2 杂合细胞的表达情况。  

结果 HE 结果显示：放疗后肺组织出现肺间质充血水肿及炎性细胞聚集现象，间质充血及炎性细胞

浸润在第 3 天开始出现明显聚集，且持续时间久。Masson 染色显示放疗后早期即可出现胶原纤维

沉积，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多。MACS CD4 阳性分选磁珠分选出的小鼠脾、外周血、肺组织中

的细胞，经流式分析分选纯度可达到 97.9%、98.2%、91.8%，通过对 T-bet 和 GATA-3 两个核内

蛋白染色对 CD4+细胞进行 Th1 细胞、Th2 细胞、Th1/2 杂合细胞分型，未经照射组小鼠肺组织

Th1 细胞、Th2 细胞、Th1/2 杂合细胞比例分别为 8.21%，1.95%，0.713%；照射 3 周小鼠肺组织

Th1 细胞、Th2 细胞、Th1/2 杂合细胞比例分别为 3.58%，30.3%，2.59%，照射 4 周小鼠肺组织

Th1 细胞、Th2 细胞、Th1/2 杂合细胞比例分别为 3.46%，39.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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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放射性肺损伤的过程中存在 T-bet+GATA-3+Th1/2 杂合细胞，且参与了早期急性放射性肺炎

的免疫调节过程。这拓宽了对放射性肺损伤中免疫调控机制的探讨，对放射性肺损伤的研究具有一

定的的推动价值。推测机体可能通过定量调整 Th1/2 杂合细胞的数量来平衡两种极端的 Th1 和

Th2 免疫反应。 

 
 
PK-129 

中晚期鼻咽癌组织中 ERCC1 和 BRCA1 的表达与铂类化疗疗效及联

合放疗后其预后的关系 

 
徐杉 吴敬波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鼻咽癌组织中 ERCC1、BRCA1 表达与铂类为基础的化疗敏感性的关系，并探讨鼻咽癌

患者接受同步放化疗后，二者表达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中晚期（III-IV 期）鼻咽癌初治患者 176 例， PF 方案 2 周期的诱导化疗， 后再行同步放化

疗，即：原发灶及受侵淋巴结： 66-70Gy（2.2Gy/次）和双侧颈部 44-64Gy（1.6-2.0Gy/次）+ 顺

铂 40mg/m2/周，免疫组化的方法判断患者 ERCC1 和 BRCA1 表达情况。 

结果  ERCC1 的表达与病理分化有关（P<0.05），但 BRCA1 与此无关(P>0.05)，鼻咽癌中 

ERCC1 和 BRCA1 的表达与其他临床病理特征（性别、年龄、ECOG 评分、 TNM 分期）均无关

（ P 值均＞0.05）。鼻咽癌组织中 ERCC1 的表达与 BRCA1 的表达呈正相关（r=0.553,P＜

0.05）。BRCA1 阴性化疗有效率为 83.3%，BRCA1 阴性 44.5%，P=0.038。ERCC1 阴性化疗有

效率 88.6%,ERCC1 阳性 43%，P<0.01。BRCA1 与 ERCC1 双阴性的化疗有效率 86.1%，

BRCA1，ERCC1 双阳性 35.4%，BRCA1 阳性和 ERCC1 阴性 66.6%，BRCA1 阴性与 ERCC1 阳

性 64.7%，P<0.01。同步放化疗后，二种蛋白的表达与治疗有效率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患

者的 1，2，3 年 OS，FFS，LR-FFS 和 D-FFS，BRCA1 或 ERCC1 阴性优于 BRCA1 或 ERCC1

阳性表达，P 值均<0.05。BRCA1，ERCC1 同时表达阴性患者的 3 年 OS,FFS and D-FFS 也明显

好于 BRCA1，ERCA1 均阳性，BRCA1 阴性和 ERCC1 阳性，BRCA1 阳性和 ERCC1 阴性患

者,P<0.05。cox 回归分析发现，ERCC1 的表达，TMN 分级，BRCA1 和 ERCC1 表达之间的相关

性与患者生存率有关，P<0,05。 

结论  1.在鼻咽癌中 ERCC1 和 BRCA1 的表达与含铂类化疗疗效呈负相关；2.BRCA1 阴性或

ERCC1 阴性的表达在铂类为基础的化疗联合放疗后预后良好；3. BRCA1 和 ERCC1 双阴性在接受

铂类为基础的化疗联合放疗后预后更好。 

 
 
PK-130 

Expression of FGFR1 and EZH2 are prognostic factors  in 

breast cancer 
 

Jiang Rui,Ni Shujuan,Qing Guangqi,Niu Xiaoshuang,Guo Xiaomao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200032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FGFR1, EZH2 and 
SIRT4 in breast cancers using tissue microarray technology. 
Methods  To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FGFR1,EZH2 and SIRT4 in breast 
cancer, we performed an immunohistochemistry screening for these three genes using tissue 
microarrays constructed from 200 female patients who were histologically confirmed as having 
invasive ductal breast carcinoma (stage I: 52 cases, stage II: 98 cases, stage III: 47 cases, and 
stage IV:3 cases) and compared with those of 35 normal breast tissue samples.The progno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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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those genes 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with regard to overall survival (OS) was 
determined by Kaplan-Meier and Cox hazard proportional model. Correlations between those 
genes expression and 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were determined by Chi-square test. 
Results  The 10-year overall survival rates with low and high FGFR1 and EZH2 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were 89.7% vs. 58.4%, 86.3% vs. 73.1%,respectively (P = 0.000, P = 0.016).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low and high SIRT4 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with 
respect to overall survival, 87.1% vs 78.6%, respectively (P =0.238). FGFR1 overexpression 
correlated with a higher risk of recurrence(χ2 = 25.237 ,P = 0.000), age over 50 years(χ2 = 6.409, 
P =0.011) and postmenopausal status(χ2 =6.670, P =0.036)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high FGFR1 and EZH2 expression in breast 
cancer  predicted poor survival,and FGFR1 overexpression correlated with a higher risk of 
recurrence. 
 
 
PK-131 

低分割剂量放射治疗在非霍奇金淋巴瘤中的应用：从放射生物学

角度的依据和分析 

 
夏凡 潘自强 陈星星 俞晓立 冯炎 马学军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淋巴瘤被认为是一种放射敏感性较高的肿瘤，而临床实践中对非霍奇金淋巴瘤(NHLs)采取了

和上皮性肿瘤相同的常规分割进行照射。因此我们进行了一项回顾性研究，以评价低分割剂量放疗

应用于 NHLs 的疗效和毒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01-06 年间在本中心接受低于常规分割放疗作为根治性或姑息性治疗的 61 例

NHLs 患者。其中男性 37 人，中位年龄 52 岁（18 例大于 60 岁），中位随访期为 72 个月。患者

中大部分病理类型为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54.1%），以 I-II 期病变为主（83.6%）。58 (95.1%)

例患者在放疗前接受了 4-10 个周期化疗（中位数为 6），以 CHOP 或者类似 CHOP 方案为主，10

例联合了美罗华。 化疗后 34 例病变完全缓解，23 例存在残留病灶。所有患者均接受了放疗，总剂

量 24-46Gy（中位数 38Gy），分割剂量 1.1-1.7Gy（中位数 1.5Gy）。照射范围如下：40 例

(65.6%)照射头颈部, 7 例(11.5%)照射胸腔或乳腺， 14 例(22.9%) 照射腹腔或盆腔或/和腹股沟区

域。根据 L-Q 模型计算肿瘤组织和晚反应组织接受的生物有效剂量（BED），观察放疗的急性期毒

性、肿瘤缓解率，长期随访后的肿瘤局部控制率（LC）。用 Kaplan-Meier 模型计算无局部复发生

存率（LRFS）、无进展生存率（DFS）和总生存率（OS）。 

结果 肿瘤组织 BED 为 26.9-53.8Gy（中位数 44.8Gy，设 α/β 等于 10Gy），晚反应组织 BED 为

33.2-71.1Gy（中位数 57.8Gy，设 α/β 等于 3Gy）。23 例化疗后有残留病灶的患者中，放疗后 21

例取得了完全或部分缓解，2 例疾病稳定。 放疗仅引起 1 级（86.9%）和 2 级（13.1%）急性皮肤

粘膜反应。全部随访期内共有 4 例患者出现放射野内复发，全组的 5 年局部控制率为 93.4%，化疗

后有残留病灶的患者 5 年局部控制率为 87.0%。全组的 5 年 LRFS, DFS 和 OS 分别为 88.5%, 

68.9% and 93.4%。 

结论 相比常规分割放疗，低分割剂量照射可以有效的降低晚反应组织的 BED，有利于减少正常组

织后期并发症。同时，低分割剂量放疗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疗效与常规分割放疗相当，达到了满

意的肿瘤缓解率和局控率，仅引起轻度的急性期反应。低分割放疗在非霍奇金淋巴瘤中的应用值得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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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32 

β-catenin 基因表达上调对鼻咽癌细胞放射感性的影响 

 
苏颖 何火聪 林可焴 邹长棪 陈超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探讨 β-catenin 基因表达上调对鼻咽癌细胞放射感性的影响。  

方法  利用 FuGENE HD 转染试剂将 pcDNA3.1/Hygro(+)/b-catenin 重组真核表达载体转染鼻咽癌

CNE2 细胞。qRT-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转染前后 b-catenin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对照组

（CNE2 细胞）、转染对照组和转染组细胞经 X 线照射后应用成克隆实验分析转染前后对细胞放射

敏感性的影响，流式细胞实验检测转染前后经 X 线照射后细胞周期、细胞凋亡情况。 

结果  qRT-PCR 和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转染组细胞 b-catenin 基因及蛋白表达较 CNE2 细胞组和

转染对照组均上调。成克隆分析结果表明转染组 D0、Dq、SF2 值均高于对照组和转染对照组，转

染组的放射抗拒性分别是对照组和转染对照组的 1.34 倍和 1.47 倍。X 线照射后转染组细胞 G2+M

期比例（66.56±2.56%）低于对照组和转染对照组（72.27±2.13%、73.78±2.20%，P = 0.041、

0.021），转染组凋亡率（8.37±1.97%）也低于对照组和转染对照组（14.13±1.76%、

15.20±3.60%，P = 0.019、0.045）。 

结论  β-catenin 基因过表达可降低 CNE2 细胞的放射敏感性，可能与 DNA 损伤修复、细胞周期时

相分布变化有关。 

 
 
PK-133 

针对 EGFR 的双组分靶向性腺病毒载体介导野生型 p53 和内皮抑

素双基因联合放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实验研究 

 
武宁 程光惠 韩东梅 何明远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放疗科 130031 

 

目的  采用辐射激活效率高的 Egr-1 启动子，诱导野生型 p53 和内皮抑素（endostatin）基因表

达，发挥其促肿瘤细胞凋亡及抗肿瘤血管生成作用，并通过针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双

组分靶向性腺病毒载体，显著提高肿瘤细胞感染率，联合放射治疗发挥靶向性抑瘤作用。 

方法  构建携带辐射诱导 Egr-1 启动子的 p53 和 endostatin 双基因重组复制缺陷型腺病毒 Ad.Egr-

wtp53-endostatin 和表达双功能融合蛋白分子（sCAR-EGF）的复制缺陷型腺病毒载体 Ad.CMV-

sCAR-EGF。观察 sCAR-EGF 介导下的重组腺病毒在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 LK-2（鳞癌）、A549

（腺癌）和 Lu65（大细胞癌）中 wtp53 和 endostatin 基因的辐射诱导体外表达规律，以及联合放

疗后对肿瘤细胞增殖、凋亡及细胞周期进程的影响。制定双组分肿瘤靶向腺病毒载体（Ad.Egr-

wtp53-endostatin 和 Ad.CMV-sCAR-EGF）联合放疗对裸鼠体内移植人非小细胞肺癌荷瘤模型最优

化的治疗方案，阐明双组分肿瘤靶向性腺病毒载体联合放疗的作用机制。 

结果  成功构建重组腺病毒 Ad.Egr-wtp53-endostatin 和 Ad.CMV-sCAR-EGF，融合蛋白 sCAR-

EGF 能显著提高重组腺病毒对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的感染效率，与单纯感染重组腺病毒相比，

A549 提高了约 13.7 倍，LK-2 提高了约 8.9 倍，Lu65 提高了约 7.3 倍（P＜0.05）。体内外实验结

果表明双组分肿瘤靶向性腺病毒载体联合放射治疗能够显著抑制体外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株的增

殖、促进其凋亡，并且对荷瘤裸鼠模型具有明显的抑制肿瘤生长、延长生存时间、减少转移灶和抑

制肿瘤新生血管生成等作用（P＜0.05）。机制研究表明其 NK 和 CTL 活性明显增高，干扰素和肿

瘤坏死因子分泌明显增加（P＜0.05）。 

结论  针对 EGFR 的双组分靶向性腺病毒载体介导野生型 p53 和内皮抑素双基因联合放射治疗能显

著提高非小细胞肺癌治疗效果，为肿瘤基因-放射治疗向临床应用转化过渡提供理论基础和实验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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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34 

免疫共沉淀联合质谱分析筛选鼻咽癌细胞中 Annexin A2 相互作

用蛋白的研究 

 
何火聪 苏颖 邹长棪 林可焴 陈超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筛选放射抗拒鼻咽癌细胞中 Annexin A2 的相互作用蛋白，以探讨 Annexin A2 在鼻咽癌放射

抗拒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免疫共沉淀结合质谱（MALDI-TOF/TOF）技术筛选并鉴定放射抗拒鼻咽癌细胞 CNE-

2(R743)中 Annexin A2 相互作用蛋白，用 Mascot 软件在 NCBInr 数据库对质谱数据进行检索，生

物信息学分析 Annexin A2 及其相互作用蛋白在放射抗拒鼻咽癌细胞中的作用。 

结果 有 5 种蛋白与 Annexin A2 存在相互作用，分别是 Calnexin、HSP90、GRP78、Vimentin、

HSP27。将这些蛋白与 Annexin A2 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 HSP90、GRP78 和 HSP27 与

Annexin A2 存在直接相互作用，Calnexin、Vimentin 与 Annexin A2 存在间接作用。  

结论  这些蛋白可能与 Annexin A2 存在相互作用并可能与鼻咽癌细胞的放射抗拒机制有关。 

 
 
PK-135 

AKR1C3 的过表达会促进放射抵抗因子 PGF2α 的生成并通过激活

MAPK 抑制 PPARγ 通路导致前列腺癌的放射抵抗 

 
孙少倩 顾晓斌 高献书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前列腺癌(CaP)在发达国家是一个重要的医疗负担。放疗(RT)是治疗前列腺癌的重要治疗方

式。但在临床上经过放射治疗的患者大约有三分之一产生了放射抵抗。在我们的前期实验中应用基

因芯片及慢病毒介导的 RNA 干扰技术证实了 AKR1C3 为食管鳞癌放射抵抗相关基因，最新的研究

也证实 AKR1C3 与前列腺癌细胞的雄激素非依赖性转化相关，那么 AKR1C3 是否在前列腺癌的放

射抵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方法 表达载体构建，病毒包装，细胞转导，Western,克隆形成实验，Elisa,细胞增殖实验 

结果  我们构建了 BglII-CMV-BamHI and BamHI-AKR1C3-BamHI 表达载体，并通过病毒包装和转

导构建了稳定的过表达 AKR1C3 的 DU145-OVER 细胞系以及其对照 DU145-CMV，DU145-

OVER 的过表达效果用 Western 进行了验证。通过克隆形成实验发现在同样的放射剂量下相较于

DU145-CMV，DU145-OVER 中有更多的克隆数，并且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证实了 AKR1C3 在

前列腺癌 DU145 细胞中是一个放射抵抗基因。然后我们对细胞经过 6GY 照射后细胞悬浮液中前列

腺素的量进行了 ELISA 测定，结果表明过表达 AKR1C3 会促进生成更多的 PGF2α。细胞增殖实验

和克隆形成实验证明 PGF2α 不仅可以促进细胞增殖还可以增强前列腺癌细胞对放射治疗的抵抗。

因此我们推断 PGF2α 是一个放射抵抗因子。Western 检测发现 PGF2α 的生成会激活 MAPK 通

路，在 DU145-OVER 中有更多的 p-MEK 和 p-ERK 生成从而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而 PPARγ 在

DU145-OVER 中表达量明显降低从而减少其对肿瘤细胞的促凋亡作用 而引起放射抵抗。 

结论  AKR1C3 的过表达会引起前列腺癌 DU145 的放射抵抗，它是通过促进放射抵抗因子 PGF2α

的生成并通过激活 MAPK 抑制 PPARγ 通路导致前列腺癌的放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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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36 

共载紫杉醇与顺铂的温度敏感性水凝胶对宫颈癌的抗肿瘤和放疗

增敏作用 

 
徐杉 余妍忻 杨玲麟 范娟 傅少志 吴敬波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探讨共载纳米紫杉醇与顺铂的温敏性凝胶药物 PDMP 

(PEG-PCL-PEG/DDP+MPEG-PCL/PTX)的对宫颈癌异体移植瘤的放疗增敏作用及其相关机制。 

方法  建立裸鼠宫颈癌模型，将 150 只荷瘤裸鼠随机分为 4 组（每组 30 只）：1.对照组

（Control）、2.单纯载体组（PECE）、3.紫杉醇+顺铂腹腔注射组（PTX+DDP<IP>）、4.游离紫

杉醇+顺铂瘤内注射组（PTX+DDP<IT>）、5.PDMP 凝胶药物组（PDMP）, 然后上述 5 大组又按

照不同放疗剂量，计算出各组 TGD，SER。免疫组化法测定：γ-H2AX、CD31、CD133 的表达。

另一部分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细胞周期、凋亡率及乙醛脱氢酶 1(ALDH1)率，并通过软件对免疫

组化与流式细胞结果进行半定量分析；裸鼠的心、肝、脾、肺、肾组织通过 H＆E 染色检测药物体

内毒性。 

结果 在裸鼠宫颈癌模型中 PDMP 组与 PTX+DDP<IT>组、PTX+DD<IP>组、PECE 组及 Control

组比较均表现出极好的抗肿瘤作用。与放疗联合后， PTX+DDP<IT>+RT 与 PDMP+RT 都具有放

疗增敏作用，但是 PDMP+RT 作用更强（SER 分别为 1.30 vs 1.04）。根据 Gompertz 肿瘤生长

模型我们算出最佳放疗剂量为 12GY，因此 12GY 用于进一步研究。PDMP 组与其他化疗组相比，

明显抑制肿瘤生长，提高裸鼠生存期。当联合放疗后 PDMP+RT 具有最好的抑制肿瘤的生长能力

和最长的裸鼠生存期。同时 PDMP 体内毒性较低，裸鼠耐受性较好。免疫组化结果显示，PDMP

组中 γ-H2AX 阳性比率明显高于其他化疗组；联合放疗后，PDMP+RT 组中 γ-H2AX 阳性比率最

高。PDMP 组中肿瘤块中微血管（MVD）数量低于其他化疗组；在联合放疗后，PDMP+RT 明显

减少了 MVD 数量与其他治疗组相比。CD133 阳性细胞比率在 PDMP 组中表达较其他化疗组减

少；联合放疗后，PDMP+RT 组具有最少的 CD133 阳性细胞比率。PDMP+RT 组 G2 期细胞数量

明显增加。联合放疗后，更显著增加细胞凋亡比率。而 PDMP+RT 具有最少的 ALDH1 阳性细胞

数。 

结论 PDMP 凝胶药物对宫颈癌有明显的放疗增敏作用。 

 
 
PK-137 

凋亡显像 PET-CT 早期评价颅内肿瘤放疗疗效的研究 

 
潘隆盛

1
 孙璐

1
 王伟君

1
 周克迪

2
 张锦明

3
 鞠忠建

4
 曲宝林

4
 

1.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 

2.北京大学 

3.解放军总医院核医学科 

4.解放军总医院放射治疗科 

 

目的  利用新型凋亡示踪剂 2-(5-氟-2-戊基)-2-甲基丙二酸(18F-ML-10)行 PET-CT 凋亡显像，对比

患者经 Cyberknife（CK）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前及治疗后早期肿瘤细胞凋亡变化情况，分析治疗

前、后早期细胞凋亡变化和治疗后 2-4 个月肿瘤体积变化的相关性。初步探讨 18F-ML-10 凋亡显

像 PET-CT 用于早期评价颅内肿瘤放射治疗疗效的可行性。 

方法  选取解放军总医院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影像学诊断或病理确诊为颅脑肿

瘤并拟行 CK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病人 29 例。入组患者分别于 CK 放疗前、后早期（48 小时内）

行 18F-ML-10PET-CT 凋亡显像扫描。常规行头颅定位 CT 及增强 MRI。把带有靶区数据的 MRI 图

像传至 MIM 软件（版本号：6.5.4），与 PET 图像融合配准，并采集治疗前后 PET 图像上靶区中

每个体素单位放射性活度值（单位：bq/ml），计算其治疗前后变化率。将治疗前后 PET-CT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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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体素的图像减影以便视觉分析放射治疗引起的细胞凋亡变化情况。于治疗后 2-4 个月复查头颅

MRI，采集治疗前、后复查 MRI 病变体积值。计算治疗前后病变体积值变化率。分析病变放射性活

度变化率和病变体积变化率的相关性。 

结果  最终完成试验 29 人，共 30 个病变。患者行 CK 放射治疗，照射剂量 14-24Gy，分 1-3 次完

成。凋亡显像 PET-CT 图像显示颅内肿瘤清晰易辨认，解剖学定位准确，治疗前后 PET-CT 剪影图

像可明确显示肿瘤细胞凋亡变化情况，并可观察到肿瘤内部空间异质性的存在。颅内肿瘤放射性活

度值变化率（X）和肿瘤体积变化率（Y）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呈直线相关关系，Pearson 相关

系数为：r=0.862，p<0.05。得到回归方程式为：Y=1.018*X-0.016。研究期间及随访期间患者未出

现相关药物毒性及并发症等不良事件发生，未出现放射相关并发症及脑功能损害。 

结论  采用 18F-ML-10PET-CT 凋亡显像检查，颅内肿瘤特异性显像较好，正常脑组织对示踪剂摄

取较低，易于肿瘤组织的辨认，解剖学定位准确。可明确鉴别肿瘤组织及其周边水肿。18F-ML-10 

PET-CT 凋亡成像可用于早期预测 CK 放疗疗效，肿瘤内部的体素放射性活度变化率和肿瘤体积变

化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CK 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颅内肿瘤效果较好，安全性高。 

 
 
PK-138 

CS-TPGS-b-(PCL-ran-PGA)纳米粒递送 HIF-1α siRNA 联合顺铂

对鼻咽癌裸鼠移植瘤影响研究 

 
李先明 

深圳市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 518020 

 

目的  乏氧诱导因子 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增强抗肿瘤药物敏感性研究在国内外已

有诸多报到，为此本研究拟 探讨纳米聚合物壳聚糖—聚乙二醇 1000 维生素 E 琥珀酸酯—聚乙内酯

—聚乙醇酸 CS-TPGS-b-(PCL-ran-PGA)（CNP）包载 HIF-1α siRNA 联合顺铂(DPP)对鼻咽癌裸

鼠移植瘤生长的影响。 

方法  皮下接种 CNE-2 细胞建立人鼻咽癌裸鼠移植瘤模型，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6 组对照组

（Control）、单纯纳米粒组（CNP）、单纯顺铂组（DPP）、单纯纳米粒联合顺铂组

（CNP+DPP）、载 HIF-1α siRNA 纳米粒组（CNP-siRNA）和载 HIF-1α siRNA 纳米粒联合顺铂

组(CNP-siRNA+DPP)，腹腔注射每 3d 一次，共 7 次，治疗 22 d 后拉颈处死裸鼠，称取瘤重，计

算抑瘤率；利用 Western Blot 与 RT-PCR 检测移植瘤中 HIF-1α 和 MDR-1/P-gp 基因蛋白表达水

平，HE 染色观察各组肿瘤组织病理形态改变。  

结果  与 Control 组相比，CNP 组、DPP 组、CNP-siRNA 组、CNP+DPP 组和 CNP-siRNA+DPP

组的抑瘤率分别为：18.32%、37.59%、43.32%、47.64%和 70.21%；其中 CNP-siRNA+DPP 组

抑瘤效果最为显著，与其他治疗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 HIF-1αmRNA 表达

上，与 Control 组相比，CNP 组 mRNA 表达量为（0.89±0.04）、DPP 组（0.99±0.02）、CNP-

siRNA 组（0.95±0.02）、CNP+DPP 组（0.35±0.04）和 CNP-siRNA+ DPP 组（0.15±0.07），

CNP-siRNA+DPP 组中 mRNA 抑制效果最为显著，与其他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蛋白印迹得出相似试验结果。苏木精-伊红染色结果表明，CNP-siRNA+DPP 组能夠显

著促进肿瘤细胞坏死及凋亡。  

结论  利用 CNP 纳米聚合物递送 HIF-1α siRNA 联合顺铂能够有效下调肿瘤细胞 HIF-1α 及 MDR-

1/P-gp 基因蛋白表达，抑制肿瘤生长，促进肿瘤细胞坏死凋亡。新型纳米聚合物 CNP 作为递送

siRNA 的有效载体，在肿瘤基因靶向治疗中具有较高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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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39 

MicroRNA 及其靶基因在预测直肠癌放化疗疗效中的作用 

 
彭啟亮

1,2,3
 林宇鑫

4
 袁徐烨

4
 朱雅群

1,2,3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苏州大学放射肿瘤治疗学研究所 

3.苏州市肿瘤放射治疗学重点实验室  

4.苏州大学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 

 

目的  MicroRNA 及其靶基因参与直肠癌放化疗疗效应答，本研究旨在筛选直肠癌放化疗疗效相关

的 microRNA 及其靶基因，为直肠癌放化疗的疗效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基于 PubMed 数据库挖掘与直肠癌放化疗疗效相关的 microRNA，结合 microRNA-gene 调控

关系以及基因芯片表达谱数据，寻找与直肠癌放化疗疗效相关的靶基因。通过 DAVID、IPA 等工具

对靶基因进行基因本体论和信号转导通路富集分析。 

结果  通过文本挖掘，共搜集到 38 个与直肠癌放化疗相关的 microRNA，结合实验验证和计算机预

测的 microRNA-gene 调控关系，共得到潜在的靶基因 3545 个。其中，131 个在基因芯片表达谱

（GSE35452）中具有显著的差异表达现象（t 检验，P<0.05）。基因本体论以及信号转导通路富

集结果表明，这些基因与结直肠放化疗疗效密切相关。 

结论  与直肠癌放化疗疗效相关的 microRNA 的靶基因功能注释以及所富集的信号转导通路与直肠

癌放化疗疗效密切相关，在生物机制层面上解释了直肠癌放化疗疗效的差异。筛选出来的

microRNA 及其靶基因为预测直肠癌放化疗疗效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依据。 

 
 
PK-140 

内质网应激对人头颈部鳞癌细胞放射敏感性的调控 

 
孙超南 乔俏 李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疗科 110001 

 

目的  观察放射线对人头颈部鳞癌细胞内质网应激（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ERS）通路核心

蛋白-葡萄糖调节蛋白 78(GRP78)活化的影响，并检测 GRP78 调控凋亡相关蛋白及 DNA 修复相关

蛋白，通过 ERS 通路影响人头颈部鳞癌细胞放疗敏感性的作用机制。 

方法  MTT 法检测 ERS 通路抑制剂 Salubrina 不同浓度、不同作用时间对人头颈部鳞癌细胞增殖抑

制作用。Western blot 法检测头颈部鳞癌细胞中 GRP78 的表达，比较不同照射时间的相对表达

量。salburinal 处理细胞后，比较各组 GRP78 的相对表达量。Western blot 法检测凋亡相关蛋白

Cleved-caspse3 及 DNA 双链断裂蛋白 ATM、DNA 双链修复蛋白 DNA-PK 的相对表达量。采用放

射自显影技术以相应蛋白条带的平均吸光度值与 Beta-actin 吸光度值的比值表示各组蛋白表达水

平。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比较凋亡比例。 

结果  MTT：不同体积浓度或剂量 Salubrina 对头颈部鳞癌细胞具有增殖抑制作用，且随着体积浓

度的增加和作用时间的延长，对头颈部鳞癌细胞增殖抑制作用随之增加。Western blot：照射后

20min-1h，三种头颈部鳞癌细胞 GRP78 蛋白表达增加，照射后 3h 达到高峰(t=12.72、13、37、

18.31，P<0.005)。采用 salburinal 处理后，与 control 组相比，GRP78 的表达下调(t=14.25、

5.34、3.12，P<0.05)。与 IR 组相比，IR 联合 salburinal 增加凋亡相关蛋白 Cleved-caspse3 表达

(t=16.36、16.59、13.22，P<0.005)和 DNA 双链断裂蛋白 ATM 的表达 (t=7.025、7.465、5.25，

P<0.001)，而 DNA 双链修复蛋白 DNA-PK 的表达下调(t=10.67、10.03、11.69，P<0.001)。凋亡

检测：与单纯放疗组相比，salburina 增加放疗诱导的人头颈部鳞癌细胞凋亡(t=3.595、6.178、

7.45，P<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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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抑制射线诱导 ERS 信号通路活化增加人头颈部鳞癌细胞放射敏感性，作用机制可能与射线诱

导 DNA 双链的断裂损伤、抑制 DNA 双链断裂的修复，从而增加放疗诱导的头颈鳞癌细胞凋亡相

关。 

 
 
PK-141 

EGFR 突变型肺腺癌在 TKI 耐药后出现的脑转移的特点及 

预后分析 

 
王煜雯 张天 王静 陈曦 尔璞醇 庞青松 王平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回顾性分析 EGFR 突变型肺腺癌在 TKI 耐药后出现的脑转移的预后情况，进一步探讨耐药后

脑转移患者的最佳治疗方式的选择。 

方法 收集我院 2011.1-2014.12 收治的 I-Ⅳ期肺腺癌患者资料，经病理证实为肺腺癌，并且经

ARMS 法检测显示具有 EGFR19 或 21 外显子突变的患者共 514 例（排除 3 例 19 及 21 同时突变

的病例），其中 103 例患者伴有脑实质转移，将这部分脑转移患者分为两组，一组为未接受一代

TKI 出现了脑转移，另一组为在 TKI 治疗中出现了脑转移，对这部分患者进行随访，中位随访时间

30 个月。 

结果 在这 103 个脑转移的病人中，TKI 使用前出现的脑转移的病人为 91 个，TKI 耐药后出现脑转

移的为 12 个，两组的中位总生存期（OS）分别为 32 个月和 21 个月（P=0.371）。两组患者的脑

转移后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11 个月和 6 个月（P=0.049）。TKI 使用前出现的脑转移中，单因素分

析发现脑转移灶的数量以及脑转移后首选的治疗方式与患者脑转移后生存时间相关，多因素分析发

现脑转移灶的数量及脑转移后治疗方式的不同影响患者的预后。颅内转移灶≤3 个（P=0.000）及脑

转移后首选的治疗方式（P=0.001）以放疗联合靶向治疗的患者具有生存优势。TKI 耐药后出现的

脑转移中，单因素分析发现脑转移后无任何治疗、放疗、放疗联合靶向及化疗均不具有生存优势。 

结论  未服用靶向药物出现脑转移的患者预后较好，该组患者的预后与脑转移灶数量以及脑转移的

治疗方式选择有关，放疗与 TKI 联合的治疗方式可能对脑转移灶的控制以及预后有利。TKI 耐药后

出现的脑转移中，治疗方式均不具有生存优势。 

 
 
PK-142 

NRP1-MLL5-HOXA 通路在 NSCLC 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邵立虹

1
 张玉宇

1
 董卓

2
 吕亚慧

2
 董丽华

1
 金顺子

2
 

1.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2.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之首，本研究通过检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标

本中 NRP1、HOXA6、HOXA9、MLL5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验证 NRP1 与 HOXs 之间的调

控规律及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 收集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2010-2011 年的 45 套 NSCLC 患者的组织标本，包括正常组

织、癌旁组织和肿瘤组织。采用 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样本中各基因的 mRNA 和蛋白表

达水平，验证 NRP1-MLL5-HOXA 通路在 NSCLC 辐射抗性中的调控规律。采用 Kolmogorov-

Smirnov 检测各基因表达的分布情况；采用 Mann-Whitney U 或 Kruskal-Wallis 检测组间差异；采

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s Exact Test 比较各基因与临床病理学参数间的关系；采用双变量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 NRP1 与其他基因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1. 与正常组织相比，癌旁组织的各指标无明显差异，而肿瘤组织中 NRP1 与 MLL5、HOXA6

和 HOXA9 的表达均明显降低（p<0.05）。2. 肿瘤组织中，NRP1 在鳞癌中的表达量明显低于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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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8）。3. 相对高表达 NRP1 和 MLL5 的肺癌患者更易发生淋巴结转移（p<0.05）。4. 相关

性分析表明，NRP1 与 MLL5、HOXA6 和 HOXA9 均具有相关性，尤其是 MLL5，在癌旁组织和肿

瘤组织中，无论是总体还是根据临床病理特征分组，均与 NRP1 高度相关（R>0.7，p<0.001）。  

 结论 在肺癌患者的肿瘤组织中，NRP1 在鳞癌中的表达量明显低于腺癌，且相对高表达 NRP1 和

MLL5 的肺癌患者更易发生淋巴结转移。NRP1 与 MLL5、HOXA6 和 HOXA9 无论体内、外均具有

相关性。 

 
 
PK-143 

Radiosensitizing effects of miR-18a-5p on lung cancer 

stem-like cells via downregulating both ATM and HIF-1α 

 
Sun jianguo,Chen Xu,Li Dezhi 

Xinqiao Hospital，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China，400037 400037 

 

Purpose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and regulatory targets of miR-18a-5p in radioresistance in lung 
cancer stem-like cells, and to explore the availability of plasma miR-18a-5p in predicting 
radiotherapy response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patients.  
Methods CD133+ stem-like cells were induced from lung adenocarcinoma A549 cells and sorted 
by flow cytometry (FACS). The miR-18a-5p mimics or recombinant lentiviruses were used to 
up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miR-18a-5p in A549 and CD133+ stem-like cells. Next, the role of 
miR-18a-5p in radiosensitization was investigated in A549 cells, CD133+ stem-like cells and 
A549 xenografts. Ataxia telangiectasia mutated (ATM) and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 alpha (HIF-
1α) were both identified targets of miR-18a-5p by dual luciferase report system and western 
blott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lasma miR-18a-5p and radiosensitivity was analyzed in 
NSCLC patient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miR-18a-5p was downregulated in irradiated A549 cells and 
CD133+ stem-like cells. Overexpression of miR-18a-5p increased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these 
two kind of cells with the decrease of radiobiological parameters (D0, Dq, SF2 and SER), and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the xenografts after radiation exposure. The expressions of ATM and HIF-
1α were dramatically downregulated by miR-18a-5p in vitro and in vivo. Moreover, the expression 
of plasma miR-18a-5p was significant higher in radiosensitive patients than in radioresistant 
patients. The cut-off value of miR-18a/cel-39>2.28 was obtained from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The 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 was higher in miR-18a-5p-high 
group than miR-18a-5p-low group (87% vs 6%), and the 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in miR-18a-5p-high group (8.1 months, 95% CI 5.1 to 11.1) was longer than miR-18a-5p-low 
group (6.5 months, 95% CI 5.8 to 7.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OS) between miR-18a-5p-high group (18.7 months, 95% CI 10.5 to 27.0) and 
miR-18a-5p-low group (15.5 months, 95% CI 11.5 to 19.5).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plasma miR-18a-5p to predict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NSCLC patients was 87% and 9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miR-18a-5p increases the radiosensitivity in lung cancer cells and CD133+ stem-
like cells via downregulating ATM and HIF-1α expressions. Plasma miR-18a-5p would be an 
available indicator of radiosensitivity in NSCL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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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44 

PTPN12 基因下调对胸部肿瘤不同细胞系放射敏感性的影响 

 
苏景伟 祝淑钗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利用 RNA 干扰技术靶向抑制肺癌 H1299 细胞系、食管癌 ECA109 细胞系中 PTPN12 的基因

表达，观察其对胸部常见肿瘤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 

方法  构建 shRNA-PTPN12 干扰质粒分别转染 H1299、ECA109 细胞，利用实时定量 PCR 技术及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 PTPN12 在 mRNA 及蛋白水平的表达。通过克隆形成实验绘制细胞存活曲

线，评估 PTPN12 基因下调对 H1299、ECA109 细胞放射敏感性的作用。 

结果  成功构建 shRNA-PTPN12 干扰质粒并转染 H1299、ECA109 细胞，PTPN12 基因在 mRNA

水平及蛋白水平的表达均显著降低。流式细胞仪检测稳定转染联合 5Gy 照射后 24h，H1299-

shPTPN12、ECA109-shPTPN12 细胞 G2/M 期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通过 LQ 模型

得出的细胞存活曲线显示 H1299-shPTPN12 及 H1299-shGFP 细胞的 D0 值、Dq 值、SF2 值分别

为 1.81Gy、2.40Gy、0.72 及 3.02Gy、3.41Gy、0.94，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ECA109-

shPTPN12 细胞的 D0 值、Dq 值、SF2 值分别为 1.84Gy、2.23Gy、0.85，ECA109-shGFP 细胞

的 D0 值、Dq 值、SF2 值分别为 2.82Gy、2.89Gy、0.91，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 RNA 干扰技术能有效抑制 H1299、ECA109 细胞中 PTPN12 基因的表达，明显增强非小细胞

肺癌、食管癌细胞的放射敏感性。 

 
 
PK-145 

食管鳞癌组织标本中 STC2、MMP-9 及 PCNA 蛋白表达的临床意义

与临床分期 

 
李娟 祝淑钗 宋恒 宋春洋 赵彦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检测食管鳞癌组织和癌旁组织标本中 STC2、MMP-9 及 PCNA 蛋白表达程度，分析这些蛋白

表达与临床病理资料和生存预后的关系，为食管癌的临床分期提供分子指标及参考依据。  

方法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 54 例食管鳞癌标本、20 例癌旁和 16 例正常食管粘膜组织中

STC2、MMP-9 及 PCNA 蛋白的表达情况，回顾性分析蛋白表达与传统临床病理因素之间的关

系。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Logrank 法检验并行单因素预后分析，多因素采用 cox 比例风险

模型。 

结果 STC2、MMP-9、PCNA 的阳性表达率均以癌组织明显高于癌旁组织和正常食管粘膜组织，统

计学处理后均有意义(P<0.05)。进一步分析发现，术后病理显示淋巴管浸润、淋巴结转移、分化程

度为低分化者及术后病理为Ⅲ～Ⅳ期的食管鳞癌组织中 STC2、MMP-9 及 PCNA 蛋白表达阳性率

明显高于那些无淋巴管浸润、无淋巴结转移、分化程度为高分化者及术后病理为Ⅰ～Ⅱ期的患者，

两组比较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 STC2 表达阳性的患者中，MMP-9 和 PCNA 蛋白阳性表

达率明显高于 STC2 阴性组(P<0.05)。全组食管癌患者共 54 例，失访 2 例，随访率 96.3%，中位

随访时间 45 个月。随着生存时间的延长，三项指标的阳性表达率呈明显降低的趋势。多因素分析

显示，组织学分级和 STC2 蛋白表达是影响食管癌预后的独立性因素(P<0.05)。STC2、MMP-9、

PCNA 分别为阳性表达的食管癌患者的生存期明显低于三项指标表达为阴性的患者(P<0.05)，三项

指标中两项为阳性表达及三项均为阳性表达的食管癌患者的生存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且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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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食管鳞癌组织中 STC2、MMP-9 及 PCNA 蛋白表达与淋巴管浸润、淋巴结转移、低分化及病

理分期较晚均具有明显相关性；STC2 是影响食管癌预后的独立因素，STC2、MMP-9、PCNA 蛋

白高表达者生存预后均较差，且三项指标均为高表达者生存预后最差。 

 
 
PK-146 

MicroRNA-132 mediated down-regulation of ATM impairs DNA 

Damage Response and sensitizes tumor to Radiation 
 

Chao QU,yaqin qu,xin jiang,lihua do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130052 

 

Background & Aims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MicroRNA-132  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in DNA Damage Response and sensitizes tumor to Radiation. 
Methods  Immunoprecipitation, immunohistochemistry, luciferase reporter,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in vitro kinase assays and mice model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role of 
SIK1 on β--catenin signalling pathway. 
Results  DNA damage response enables tumor cells to resist to DNA damaging treatments. 
MicroRNA, a class of non-coding RNA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ost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of DNA repair pathway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reported that microRNA-132 was markedly 
down-regulated in breast cancer cells and tissues.  Gain of function and loss of function assays 
showed that ectopic expression of mir-132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Notably, mir-132 enhanced the breast cancer sensitivity to ionizing radiation and promoted 
genome instability by directly targeting ATM, a master regulator of DDR signaling cascade. 
Furthermore, ionizing radiation can induce the expression of mir-132, which forms a positive 
feedback of mir-132-ATM regulatory signaling.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reveal a new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mir-132 and suggest that mir-
132 can serve as a potential target for breast cancer therapy. 
  
 
PK-147 

循环肿瘤细胞计数与胰腺癌分期的关系 

 
任刚

1
 夏廷毅

1
 王颖杰

1
 任力

2
 秦青

1
 何子杰

1
 

1.空军总医院 肿瘤放疗科 

2.空军总医院 病理科 

 

目的  分析循环肿瘤细胞计数与胰腺癌分期的关系。  

方法  收录临床上疑似或诊断明确的胰腺癌患者，补充全身检查行肿瘤分期，病理活检完善病理诊

断，留取静脉血 5ml，采用膜过滤方法检测循环肿瘤细胞计数，统计循环肿瘤细胞阳性率。给予患

者放疗同步全身化疗，1-3 月后影像学复查判断是否进展，再次检测循环肿瘤细胞计数，计算阳性

率。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检验分析循环肿瘤细胞计数与分期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共计 27 例胰腺癌接受循环肿瘤细胞计数检测，其中阳性率为 59.26%（16/27），与肿瘤分

期在统计学上无相关性。10 例患者治疗后再次行循环肿瘤细胞计数检测，阳性率为 70.0%

（7/10），与肿瘤是否进展在统计学上无相关性，治疗前后循环肿瘤细胞计数无相关性。  

结论  胰腺癌恶性程度高、进展快，本研究病例数有限，循环肿瘤细胞计数在胰腺癌分期、预后方

面的作用还需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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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48 

应用放射生物学模型筛选不同分期鼻咽癌最优剂量分割方案 

 
陆佳扬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10246580 

 

目的  本研究将针对早期和晚期的鼻咽癌分别测试不同的处方剂量分割方案，筛选出具有针对性的

最优的处方剂量分割方案。 

方法  选择 20 例早期和 20 例晚期鼻咽癌。每个病例进行容积弧形调强（VMAT）计划设计，采用

4 种不同剂量分割方案（70Gy/35F、70Gy/33F、70Gy/32F、70Gy/30F），以相同条件优化计划

并计算最终剂量。将每个计划的肿瘤与危及器官的剂量体积直方图（DVH）导出。采用 Matlab 计

算机语言编写放射生物学模型，利用考虑肿瘤再增殖与乏氧的 Webb-Nahum 模型计算肿瘤控制概

率（TCP），利用 Lyman-Kutcher-Burman（LKB）模型计算各危及器官的正常组织并发症概率

（NTCP），并计算每一个计划的无并发症肿瘤控制概率（UTCP）。分别在早期与晚期鼻咽癌中

对比 4 钟剂量分割方式的 TCP，NTCP，UTCP。结合 TCP 与 NTCP 分析，以 UTCP 为依据分别

筛选早期与晚期鼻咽癌的最优剂量分割方案。 

结果  早期鼻咽癌中，70Gy/30F 方案的 UTCP 值最高，70Gy/35F、70Gy/33F、70Gy/32F、

70Gy/30F 的剂量分割方案的中位 UTCP 分别为 77.6%、79.6%、80.9%、82.4%（P<0.05），

TCP 分别为 85.9%、88.5%、89.8%、92.8%，70Gy/30F 方案 NTCP 仅比 70Gy/35F 增加 0%-

1.6%，其它方案介于两者之间，4 种方案大部分危及器官的 NTCP ≤ 

5%，符合临床要求。而晚期鼻咽癌的中位 UTCP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分别为 33.2%、31.9%、

31.2%、30.4%（P>0.05），危及器官中脑干、脊髓、晶体、视交叉、视神经 NTCP 能达到≤5%，

但腮腺和咽喉 NTCP（中位值 7.8%-17.3%）较高。 

结论  基于放射生物学模型理论分析，对于早期鼻咽癌病例，推荐使用 70Gy/30F 剂量分割方案以

显著提高肿瘤局部控制率且不明显增加正常组织并发症，而对于晚期鼻咽癌 4 种剂量分割方案临床

获益相似。 

 
 
PK-149 

靶向泛素连接酶 STUB1 对人宫颈癌细胞放射敏感性的 

影响及作用机制 

 
杨慧

1,2
 周福祥

1,2
 周云峰

1,2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放化疗科 

2.湖北省肿瘤生物学行为重点实验室 

 

目的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泛素交联酶 UBE2D3 通过泛素化降解端粒酶逆转录酶亚组分 hTERT

负调控放射敏感性。然而，大多数泛素交联酶对靶蛋白的泛素化修饰依赖于泛素连接酶。

STUB1，是与 UBE2D3 及 hTERT 分别相互作用的泛素连接酶，其对宫颈癌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

响及作用机制不明。因此，本课题主要目的是研究 STUB1 作为人宫颈癌细胞放射增敏靶点的可能

性及其潜在机制。 

方法  采用 X 线分次外照射 600cGy/10F 的模式构建放射抗拒株 C33AR 和 HelaR；采用 Lipo2000

脂质体转染联合嘌呤霉素筛选法构建 STUB1 过表达的稳定转染细胞株 C33AR-STUB1、HelaR-

STUB1 及其空白对照细胞株；采用克隆形成法检测放射敏感性；采用 Q-PCR 和 Western blotting

从基因和蛋白水平检测表达情况；采用 TeloTAGGG telomerase PCR ELISA 和 Q-PCR 法分别检

测端粒酶活性和端粒长度；采用流式细胞仪法分别检测照射前后细胞周期和凋亡的变化；采用免疫

荧光检测照射前后 γ-H2AX 灶点变化；采用免疫共沉淀法检测 STUB1 对 hTERT 泛素化修饰及对

其转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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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成功构建放抗株 C33AR 及 HelaR，STUB1 蛋白表达水平与宫颈癌细胞放射敏感性正相关，

而与 hTERT 蛋白表达负相关；与亲本株对比，C33AR 细胞中 hTERT 泛素化修饰减少，但胞浆

hTERT 表达明显较高，提示 STUB1 介导的宫颈癌细胞胞浆 hTERT 泛素化减少所致的 hTERT 增

多可能是影响放射敏感性的原因。成功构建过表达 STUB1 及相应空白对照的细胞株,Western 

blotting 验证转染效果。过表达 STUB1，增加放射敏感性，减少端粒长度和端粒酶活性，促进细胞

凋亡并增加其放射诱导凋亡率，延长射线诱导的 G2/M 期阻滞持续时间，增加自发性及射线诱导的

DNA 损伤灶；降低总及胞浆 hTERT 蛋白表达，对胞核 hTERT 表达无影响，增加胞浆 hTERT 蛋

白泛素化修饰。 

结论  STUB1 与宫颈癌细胞放射敏感性正相关。过表达 STUB1 可以通过增加胞浆 hTERT 泛素化

修饰而促进胞浆 hTERT 降解，进而减少 hTERT 的核转位而降低端粒酶活性；促进辐射诱导凋

亡；延长射线诱导的 G2/M 期阻滞；增加 DNA 损伤等途径促进放射增敏。因此，STUB1 和宫颈癌

细胞放射敏感性密切相关，可能是宫颈癌细胞放射增敏的潜在靶标。 
 
 

PK-150 

大蒜素联合 X 线照射对食管癌细胞 DNA 损伤及修复的影响 

 
马红兵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摘要  

目的 探讨大蒜素联合放射对食管癌细胞 DNA 损伤及修复的影响。 

方法 1O、20μg/ml 大蒜素作用于食管癌 ECA109 细胞细胞进行 x 线照射，通过克隆形成实验观察

大蒜素对食管癌 ECA109 细胞的放射敏感性影响，采用彗星分析法探讨损伤修复机制。 

结果 克隆形成实验结果显示大蒜素能增加 ECA109 细胞放射敏感性，10μg/ml 和 20μg/ml 大蒜素

联合照射组的放射增敏比分别为 1.51 和 1.66(Do 值比)及 1.39 和 1.73(Dq 值比)。20μg/ml 大蒜素

联合 x 线照射组与单独照射组和单独药物组 0、2、6、24 h 的彗星尾力矩相比有所增加，分别为

6.28±2.33 与 1.03±0.58 和 1.69±1.02(P<O.01)、4.14±1.78 与 0.14 士 O.05 和

1.48±1.26(P<0.01)、2.25±0.78 与 0.12±0.05 和 0.47±0.18(P<0.01)、1.39±1.04 与 0.09±0.06 和

0.74±0.52(P<0.01)，表明大蒜素与放射线联合对 ECA109 细胞 DNA 损伤增加和修复的抑制作用。 

结论 大蒜素对 ECA109 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可能与其对 DNA 放射损伤及修复作用有关。 

 
 
PK-151 

The research of mechanism of sensatization of 

Gemcitabine in the radiotherapy of the pancreatic cancer 
 

Ma Hongbing, Di Zheng-Li , Hongtao, Ren Shan,Huang Jiaov,Wen Yue,Ke  

Department of Oncology， Second affiliate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710004 

 

AIM  To evaluate the radiosensitization effect of gemcitabine in human pancreatic carcinoma 

cells(PC-2) in vitro． 

METHODS  PC-2cells were cultured in vitro. The effec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blank，10，

20，30，40，50，60，70，80，90μg/ml and 100μg/ml) of gemcitabine on PC-2 cells were 

measured by using MTT, which were adopted in the following experiments．The cell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control group，chemotherapy 

group，radiation group，radiation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C+R)group．The radiation dose 

ranged from 50cGy to 250cGy．Flow cytometry (FCM) was used to measure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in four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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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ostar Human-1A gene chip was appli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RESULTS  PC-2 cell growth was inhibited by 40μg/ml gemcitabine, the effect of inhibiting was 
most markedly by 60μg/ml gemcitabine.MTT shows 30μg/ml- 60μg/ml gemcitabine could 
enhance the radiate sensitivity to PC-2 cells in vitro. FCM showed that the G1/S stage blocking 
was caused by 40μg/ml; the rate 
of apoptosis in radiation group (71.72%) is lower than the C+R group (90.11%) ;and that in the S 
phase, the percentage of the chemotherapy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and with the dose increased, a gradual induce in S phase cells. A total of 
702 genes were expressed differently between two groups (control group vs chemotherapy 

group)，406 up-regulated genes, and down-regulated genes 356. A total of 1030 genes 

were expressed differently between two groups(radiation group vs C+R group)，348 up-

regulated genes, and down-regulated genes 682. 
CONCLUSION  gemcitabine mainly through induction of apoptosis, inhibition of cell cycle 
transformation,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 and the activati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other 
means to prevent the radiation of cell repair and kill tumor cells to enhance the radiate sensitivity. 
 
 
PK-152 

MGMT 和 ERCC1 在脑胶质瘤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唐静 折虹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医院 750011 

 

目的  采用 SP 法检测脑胶质瘤中 MGMT 和 ERCC1 的表达 ，探讨二者表达的相关性，及其与临床

病理特征及预后之间的关系。 

方法 ⑴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0 月共 42 例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行手术治疗，术后病理检

查确诊为脑胶质瘤（WHO 分级Ⅱ、Ⅲ、Ⅳ级）的患者的病例资料，所有患者术后均行同步放化

疗。⑵制作实验标本，采用 SP 法对脑胶质瘤标本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⑶实验结果分析：全部标

本经免疫组化染色后请病理科专家采用双盲法阅片复诊，染色结果按照 Krajewska 法进行半定量分

析。⑷对所有病例进行随访，分析脑胶质瘤患者 MGMT 和 ERCC1 表达的差异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  ⑴MGMT、ERCC1 在脑胶质瘤中的表达及相关性 42 例胶质瘤标本中，①MGMT 的总阳性表

达率 38.1%，脑胶质瘤 WHOⅡ、Ⅲ、Ⅳ级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37.5%、30%、42.9%，不同级别胶

质瘤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ERCC1 的总阳性表达率 61.9%，WHOⅡ级、Ⅲ级、

Ⅳ级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62.5%、50%、71.4%，不同级别胶质瘤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③脑胶质瘤中，MGMT 和 ERCC1 的表达无相关性（r=0.222，P>0.05）。⑵

MGMT、ERCC1 与不同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  脑胶质瘤中 MGMT 和 ERCC1 的表达与不同性别、

年龄、民族、肿瘤大小及 KPS 评分无相关性（P>0.05）。⑶MGMT 和 ERCC1 的表达与预后无相

关性。⑷WHO 分级、年龄、KPS 评分是影响脑胶质瘤总生存的预后因素。即年龄越大（≥40

岁），WHO 级别越高（其中 WHOⅣ级预后最差），KPS 评分越低（≤70 分），预后越差。 

结论  ⑴MGMT、ERCC1 在脑胶质瘤中的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无关。两者表达无相关性。

⑵WHO 分级（WHOⅣ级）、年龄（≥40 岁）、KPS 评分（≤70 分）是影响脑胶质瘤总生存的不良

预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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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53 

肝细胞癌骨转移血清 microRNA 预测模型的建立 

 
向作林 曾昭冲 赵小梅 张莉 杨平 樊嘉 汤钊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研究目的 肝细胞癌（HCC）骨转移（BM）严重影响着患者生活质量。如筛选出 HCC BM 血清

microRNA（miRNA)建立预测模型，则可为高危患者预防性治疗奠定基础。  

方法 入组 10 例随访 5 年无 BM 的 HCC，用 15 个因素匹配 10 例同期随访中有 BM 的 HCC，使之

除 BM 以外其它因素无统计差异。术前取患者血清，miRNA 芯片筛选 BM 相关 miRNA。在实验组

106 例和验证组 98 例 HCC 血清中检测候选 miRNA。实验组中，15 个因素和候选 miRNA 纳入单

因素与多因素分析，建立 HCC BM 预测模型，在验证组验证模型预测能力。候选 miRNA 对 HCC

细胞功能影响用 Transwell 迁移与侵袭实验验证。CCK8 评估候选 miRNA 对 HCC 细胞增殖能力影

响。  

结果 10 对配对 BM 和无 BM HCC 用 miRNA 芯片筛出 90 个差异 miRNA，27 个上调和 63 个下

调，miR-34a 和 miR-498FDR<0.05。对实验组 106 个 HCC 患者分析表明 BCLC 分期、血管侵犯

和血清 miR-34a 低表达是 HCC BM 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此建立预测模型。模型评分 0-3.8，≤2.1

低危组，>2.1 高危组。实验组预测 BM 灵敏度 78.6%，特异度 91.3%。3 年 BM 发生率高危组

61.9%，低危组 5.1% (P<0.001)。验证组 98 例中预测 BM 灵敏度和特异度为 83.3%与 90.7%。3

年 BM 发生率高危组为 59.6%，低危组为 4.1% (P< 0.001)。HCCLM3 转染 miR-34a mimic 后

Transwell 实验表明穿过 transwell 小室底部膜孔的 HCCLM3 数量明显减少，迁移实验减少 2.58 倍

（P = 0.0012），侵袭实验减少 2.50 倍（P= 0.0035）。SMMC-7721 转染 miR-34a inhibitor 后

Transwell 实验发现迁移和侵袭试验中穿过小孔的细胞数量分别相比于阴性对照增加 3.51

（P=0.0004）和 2.59 倍(P=0.0048)。CCK8 实验显示 SMMC-7721 转染 miR-34a inhibitor 后增殖

能力稍提高，HCCLM3 转染 miR-34a mimic 后增殖能力明显降低。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以 BCLC 分期、血管侵犯与血清 miR-34a 组成的 HCC BM 血清 miRNA 预测模

型。MiR-34a 下调促进肝癌细胞迁移、侵袭和增殖。  

 
 
PK-154 

Caution：radiation-induced liver disease is related to 

G-CSF administration time 
 

Wu Zhi-Feng,Zeng Zhao-Chong ,Shen Xiao-Yun ,Dong Yin-ying,Chen Yuhan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200032 

 

Purpose  To define whether 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G-CSF) would promote 
radiation-induced liver diseases (RILD) via activating granulocyte in liver, and how to avoid this 
potentially side effect during HCC radiotherapy (RT).  
Methods and Materials  This study consisted of two phases. In the primary phase, twenty eight 
HCCs treated by operation post-RT were enrolled. Peritumoral liver tissues were used to 
construct tissue microarrays. Granulocyte infiltration and G-CSF expression levels in liver tissues 
and severity of RILDs had been detected. In the validation phase: co-cultured with or without 
human granulocytes (TPH-1 cell), hepatocytes (L-02 cell) were given 8-Gy irradiation. G-CSF 
were added to cell culture medium during RT or 24 hours post-RT. Apoptosis of hepatocytes 
were measured using flow cytometry. Another 24 mice were further enrolled. Right half livers of 
mice were irradiated with 25 Gy in either the absence or presence of G-CSF (during RT or 24h 
post-RT).  The serum AST/ALT/AKP levels s and pathological difference were observed 3 weeks 
post-RT.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531 

 

Results  More serious RILDs, accompanied by more granulocytes infiltration, had been observed 
in HCC patients with higher G-CSF expression in liver spices post-RT (p<0.05). In the presence 
of G-CSF 24h post-RT, the apoptosis of hepatocytes co-cultured with granulocytes was increased 
to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extent,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 G-CSF during RT (p< 0.05). In mice, 
companying with the elevations of AST and ALT, more serious RILD and granulocytes infiltration 
had also been found in the livers with G-CSF administration 24h post-RT than those with G-CSF 
administration during RT.  
Conclusions  G-CSF would promote RILD by activating granulocytes. However, if G-CSF was 
administrated during RT, but not 24h post-liver RT, serious RILD might be released.  
 
 
PK-155 

放射线对非小细胞肺癌 TRAIL 获得性耐药细胞 H460-R 增敏的实

验研究 

 
张诗民 杨春旭 谢丛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放化疗科 430071 

 

研究背景 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TRAIL）因其选择性杀伤肿瘤的效果而备受关注。通过

放射线来增加非小细胞肺癌的 TRAIL 敏感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临床应用价值。 

研究目的 构建 TRAIL 获得性耐受肺癌细胞株 H460-R，通过放射线来增加耐受细胞的敏感性，探

讨 TRAIL 获得性耐受的分子机制。 

研究方法  通过低浓度逐渐诱导至高浓度杀伤 H460 敏感细胞，构建获得性 TRAIL 耐药的非小细胞

肺癌 H460-R。2Gy 放射线照射 H460-R 后，LDH 法和流式检测细胞凋亡探讨放射线对逆转耐药的

作用。分析两株细胞周期变化及克隆形成检测放射敏感性。比较放射线处理前后，凋亡相关蛋白表

达量及相互作用的变化。间接免疫荧光法标记细胞内死亡受体，激光共聚焦检测放射前后细胞内定

位改变。通过死亡受体及高尔基体双标记法，检测两者细胞内定位。O-糖苷酶酶切水解蛋白后，检

测死亡受体 BD5 糖基化蛋白的变化。 

研究结果  1）获得性耐药细胞株 H460-R 构建成功。亲本与耐药株之间死亡受体、诱骗受体基因及

蛋白表达水平均未见明显差异。死亡诱导信号复合体（DISC）中相关蛋白表达无明显差异。耐药

细胞株中凋亡拮抗因子 cFLIP 表达增加。2）经 2GyX 线照射后，H460-R 细胞对 TRAIL 的毒性反

应明显增加。流式结果显示，放射线联合 TRAIL 后，获得性耐药细胞早期凋亡率增加。两株细胞

细胞周期无明显差异，且放射敏感性无明显差异。3）检测亲本株与耐药株中 FADD 与 cFLIPL 发

现，亲本株中未见两者相互作用，而耐药株中存在相互作用。通过 2GyX 线预处理后，两者之间的

相互作用减弱。4）激光共聚焦结果发现，在 H460-R 中，死亡受体分布于细胞浆中，放射线预处

理细胞 3 小时后，死亡受体大量定位于细胞膜。5）死亡受体 DR5 在放射线预处理一定时间内，定

位于高尔基体。通过糖苷酶水解放射线处理后的 DR5 蛋白，发现 DR5 发生 O-糖基化改变。 

结论 低剂量的放射线通过促进 FADD 与 cFLIPL 竞争性结合，以及增加细胞膜表面死亡受体表达并

对 DR5 进行 O-糖基化修饰，启动下游凋亡信号，逆转获得性耐药细胞株 H460-R 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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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56 

选择性极极光激酶 A 抑制剂 MLN8237 有效抑制宫颈鳞状细胞癌细

胞增殖并增强顺铂、多西他赛的化疗以及放射治疗的敏感性 

 
马玉花

1,2
 杨杰

1
 王若峥

1,2
 张泽高

1
 祁小丽

1
 

1.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2.新疆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观察 MLN8237 联合顺铂或者多西他赛或者放射治疗对人宫颈癌细胞系细胞生长抑制，集落

形成率影响，以及检测对正常细胞毒性，初步了解 MLN8237 抗肿瘤机制。 

方法  1、以 MLN8237、DPP 、多西他赛分成单药组和联合治疗组作用于 HCC94、SiHa 细胞，三

者联合组，采用 MTT 比色法测各组 HCC94、SiHa 细胞的增值抑制率。 

2、以 MLN8237 不同浓度处理 H8 细胞，检测细胞的增值抑制率。 

3、以 MLN8237 处理细胞 24h 后给予 2Gy、4Gy 照射，检测细胞各组细胞克隆形成率。 

3、FCM 检测 MLN8237 处理细胞不同时间对细胞周期的改变以及凋亡的影响。 

4、MLN8237 处理细胞，q-PCR 检测极光激酶 A mRNA 的变化，蛋白印迹检测极光激酶 A 蛋白、

磷酸化极光激酶 A(T288)蛋白的变化。 

结果 1、MLN8237 单药处理细胞时，各组对 HCC94、SiHa 细胞生存率均比对照组降低(P＜

0.05)，随着给药时间延长，细胞存活率逐渐降低。顺铂、多西他赛也呈同样趋势。MLN8237 与

DDP 或者多西他赛联合处理细胞 24h 时，各浓度联合作用组均较相同浓度单药存活率降低明显。

三药联合效果更显著。 

与对照相比，MLN8237 的浓度高达 80uM 时没有引起细胞活性降低(P＞0.05)。 

2、MLN8237 联合照射组的细胞存活分数明显低于单独放疗组，随 MLN8237 剂量和放射剂量的增

高，细胞存活分数逐渐降低(p＜0.05)； 

FCM 检测 MLN8237 处理后，与对照组比较，G2/M 期明显增加，G0/G1+S 期比例明显降低(P＜

0.05)；凋亡明显增多(P＜0.05)，并随时间和剂量增加，变化越明显。 

3、MLN8237 处理 48h 后，Q-PCR 检测极光激酶 A mRNA 无变化(P＞0.05)，蛋白印迹检测极光

激酶 A 蛋白无明显变化、磷酸化极光激酶 A(T288)蛋白较对照组消失。 

结论  1、MLN8237 单独或联合顺铂、多西他赛均有明显抑制细胞增殖作用。三者联用效果更加明

显。MLN8237 对 H8 细胞无明显毒副作用。 

2、MLN8237 可明显增强肿瘤细胞对放射治疗的敏感性。 

3、MLN8237 在体外使细胞周期阻滞于 G2/M 期，可以显著诱导细胞凋亡。 

4、MLN8237 在体外不改变细胞 mRNA 含量，不改变极光激酶 A 蛋白，显著降低磷酸化极光激酶

A(T288)蛋白。 

 
 
PK-157 

氯碘羟喹联合锌离子对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的放射增敏作用及其

机制探讨 

 
柯元 於海军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放化疗科 430071 

 

目的  探讨氯碘羟喹（clioquinol，CQ）联合锌离子（Zinc）对人宫颈癌 HeLa 细胞的放射增敏作用

及其可能机制。 

方法  实验分四组（空白对照组 药物组 单纯射线组 药物+射线组）。用 CCK-8 法检测不同浓度氯

碘羟喹联合锌离子对 HeLa 细胞的增殖毒性作用筛选合适的药物浓度；克隆形成实验检测氯碘羟喹

联合锌离子对 HeLa 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用免疫荧光法检测氯碘羟喹联合锌离子对 4Gy 射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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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 HeLa 细胞内 γ-H2AX（DNA 双链断裂的标志）焦点数量的改变；用免疫印迹法检测氯碘羟喹

联合锌离子处理后细胞内 ATM、γ-H2AX、p65 的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  CCK-8 实验显示氯碘羟喹联合锌离子对 HeLa 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呈浓度依赖性，并且随着

锌离子浓度的增加，抑制作用增强；低毒性浓度（5uMCQ+10uMZinc,细胞抑制率 15%）能显著增

加 HeLa 细胞的放射敏感性，单纯射线组和药物+射线组的平均致死剂量（D0）分别为

（3.16±0.03）和（2.04±0.03）Gy，放射增敏比（SER）为 1.55（t=66.24，P<0.01）；免疫荧光

实验检测 4Gy 射线照射后 DNA 损伤时发现：与单纯射线组相比，药物联合射线组细胞内 γ-H2AX

焦点数显著增多，0.5h 最明显，一直持续至 24 小时。药物联合射线组 γ-H2AX 蛋白表达量较单纯

射线组显著增加，0.5h 最明显，24h 仍高于单纯射线组。药物联合射线组的 p65 和 ATM 蛋白表达

量也明显低于单纯射线组。 

结论  本实验已证实低毒性浓度的氯碘羟喹联合锌离子对 HeLa 细胞有明显的放射增敏效应，并推

测其增敏机制可能与氯碘羟喹联合锌离子抑制 NF-kB 活性，下调 DNA 损伤修复蛋白 ATM 的表

达，增加射线诱导的 DNA 双链断裂，促进肿瘤细胞凋亡相关。 

 
 
PK-158 

miR-429 通过靶基因 ZEB-1 和 CRKL 抑制鼻咽癌细胞的 迁徙和

侵袭能力 

 
王方正 

浙江省肿瘤医院 10016121 

 

目的  探讨 miR-429 对鼻咽癌细胞增殖、侵袭和转移能力的影响。 

方法  选取正常鼻咽上皮细胞株 NP69 及 2 株鼻咽癌细胞株 CNE-1、CNE-2,荧光定量 PCR 检测

miR-429 的表达量。选取鼻咽癌细胞株 CNE2,分别转染 miR-429 mimics 和阴性对照后,采用 MTT

法检测鼻咽癌细胞的增殖能力,划痕实验检测其侵袭能力,Transwell 迁移实验检测其迁移能力。通过

生物信息学方法预测 miR-429 的靶基因。 

结果  与正常鼻咽上皮细胞相比,miR-429 在鼻咽癌 CNE-2 细胞株中的表达量明显降低。鼻咽癌细

胞过表达 miR-429 后,其侵袭和迁移能力均受到抑制。通过靶基因预测数据库预测 ZEB-1 和 CRKL

为 miR-429 的靶基因,并通过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RT-PCR、Western blot 实验验证了这一结

果。将 ZEB-1 和 CRKL 低表达后,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鼻咽癌的侵袭和转移能力。 

结论  miR-429 通过靶向 ZEB-1 和 CRKL 抑制了鼻咽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  

 
 
PK-159 

(PI3K/AKT)-HIF-1α 途径可以通过调节糖酵解状态改变宫颈癌

细胞 C33A 的放射敏感性 

 
赵红 谢丛华 周福祥 周云峰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放化疗科 430071 

 

目的 探讨(PI3K/AKT)-HIF-1α 通路对宫颈癌细胞 C33A 的放射敏感性的影响。  

方法 建立宫颈癌细胞系 C33A 的放射抗拒细胞模型 C33R，克隆形成检测细胞放射抗性的差异。

Western Blot 及 RT-PCR 分别检测 C33A 和 C33R 细胞中 PI3K/AKT 及 HIF-1α 的 mRNA 及蛋白表

达水平，同时检测两种细胞株中糖酵解相关代谢酶的蛋白表达水平以及糖酵解相关代谢指标如细胞

内 ATP 产量、细胞外乳酸产量的改变。使用特异性 AKT 抑制剂 MK-2206 

2HCI 抑制放射抗拒株中 PI3K/AKT 途径后，再次检测细胞放射抗性的改变，同时检测 HIF-1α、糖

酵解相关代谢酶以及细胞内 ATP 和细胞外乳酸含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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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PI3K/AKT 及 HIF-1α 在放射抗拒株 C33R 中表达水平高于亲本细胞 C333A，且糖酵解相关代

谢酶 PDK1、LDHA 在放抗株中高表达，放抗株中细胞内 ATP 产量与细胞外乳酸含量均高于亲本细

胞。放抗株中使用 AKT 抑制剂后，HIA-1α 及糖酵解相关代谢酶 PDK1、LDHA 均表达下降，细胞

内 ATP 产量及细胞外乳酸含量也随之降低，同时克隆形成结果显示放抗株的放射抗性在抑制 AKT

后会显著降低。  

结论 抑制(PI3K/AKT)-HIF-1α 途径可以通过降低宫颈癌细胞的糖酵解状态增加其放射敏感性。 

 
 
PK-160 

干扰 HMBOX1 基因表达对宫颈癌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 

 
周树良 周福祥 谢丛华 周云峰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放化疗科 430071 

 

目的 研究干扰 HMBOX1 基因对宫颈癌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 

方法 选取 Hela 和 C33A 两株宫颈癌细胞，构建 HMBOX1 基因干扰质粒并经慢病毒包装，通过慢

病毒感染建立稳转细胞株，Western-blot 和 RT-PCR 检测 HMBOX1 表达。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

放射敏感性变化，RT-PCR 检测端粒长度变化，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Western-blot 检测

DNA 损伤修复相关蛋白 ATM/ATR-BRCA1 及凋亡相关蛋白 caspase 

3 变化。构建 TERT 基因过表达质粒，转染至 Hela-GFP-HMBOX1 细胞中，再次检测其端粒长度

变化。 

结果 用慢病毒感染 Hela 和 C33A 细胞后成功构建稳定转染细胞株，使 HMBOX1 基因及蛋白表达

下调；干扰 HMBOX1 基因表达后，克隆形成实验结果提示 Hela 和 C33A 细胞放射敏感性明显增高

（Hela-GFP-HMBOX1 和 Hela-GFP 细胞 SF2 值分别为 0.40±0.07 和 0.71±0.04，P＜0.05；

C33A-GFP-HMBOX1 和 C33A-GFP 细胞 SF2 值分别为 0.23±0.03 和 0.40±0.04，P＜0.05），端

粒长度显著缩短，同时 TERT 蛋白表达下降。干扰 HMBOX1 基因后细胞凋亡显著增加，给予 6Gy 

X 线照射后细胞凋亡相对对照组也显著增加；干扰组 Caspase3 蛋白表达相应增高，ATM/ATR-

BRCA1 蛋白表达较阴性对照组减少。在 Hela-GFP-HMBOX1 细胞中过表达 TERT 基因，发现细胞

端粒长度发生逆转。 

结论 干扰 HMBOX1 基因表达可能通过影响端粒长度增加宫颈癌细胞的放射敏感性。 

 
 
PK-161 

干扰去泛素化酶 OTUB1 基因对宫颈癌 Hela 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

响及其可能机制的探讨 

 
肖又德 周福祥 谢丛华 周云峰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放化疗科 430071 

 

目的  通过建立稳定干扰 OTUB1 基因的宫颈癌 Hela 细胞株，观察该细胞株对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及

探讨可能的机制。 

方法  用慢病毒包装的干扰质粒 SH-EGFP-OTUB1(SH 组)和阴性对照质粒 SH-EGFP（NC 组）分

别转染宫颈癌 Hela 细胞。通过实时定量 PCR（RT-PCR）法及 Westernblot 法验证干扰效率；用

克隆形成实验评价细胞株对放射敏感性的影响。用免疫荧光观察 X 线照射后细胞损伤灶的情况；用

Westernblot 法检查 DNA 损伤修复蛋白的变化；用 qPCR 检查端粒长度；用 PCR-ELISA 法检测端

粒酶的活性。 

结果 相对于亲本，干扰组（SH 组）的 OTUB1 mRNA 表达量为 0.2458±0.01866 倍，统计学具有

显著差异（P<0.05），Westernblot 结果可见明显差异，说明建模成功。克隆形成实验结果提示干

扰 OTUB1 会增加 Hela 细胞的放射敏感性，SH 组 SF2=0.4696±0.051，NC 组 SF2=0.571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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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有显著差异（P<0.05）；免疫荧光发现干扰后 DNA 损伤灶（γ-H2AX）增多，且干扰后端

粒可见损伤灶；Westernblot 检测发现照射后的干扰后的 OUTB1 细胞株损伤修复相关蛋白（p-

ATM、p-ATR、BRCA1）含量减少；qPCR、PCR-ELISA 法检测分别发现干扰后端粒长度变短，

端粒酶活性降低。 

结论 干扰 OTUB1 基因后宫颈癌 Hela 细胞株放射敏感性增加，可能与干扰 OTUB1 基因后 DNA 损

伤增多，DNA 损伤修复障碍，端粒酶活性降低及端粒长度变短有关。 

  
 
PK-162 

人宫颈癌放射抗拒细胞株 C33A-R 的生物学特性及放射抗拒的可

能因素研究 

 
庄亚飞 周福祥 周云峰 谢丛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放化疗科 430071 

 

目的 采用辐射诱导法构建人宫颈癌 C33A 细胞放射抗拒细胞模型，研究影响导致人宫颈癌放射抗

拒的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辐射诱导法构建人宫颈癌放射抗拒细胞株 C33A-R；采用克隆形成实验验证其放射敏感

性；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与细胞凋亡变化；用共聚焦显微镜检测反应 DNA 损伤标志的 γ-

H2AX 灶点；DCFH-DA 氧化敏感荧光探针检测 ROS（细胞内活性氧蔟）变化情况；实时荧光定量

PCR（RT-PCR）检测 C33A-R 与 C33A 细胞之间 mtDNA 拷贝数改变。 

结果 克隆形成实验显示经辐射诱导法处理的人宫颈癌 C33A-R 细胞较为经射线处理的 C33A 细胞

放射敏感性降低。6Gy 照射 24h 后 C33A-R 细胞及 C33A 细胞照射放射诱导凋亡比例分别为

3.8±0.6vs.6.2±1.5，P<0.05；而照射 48h 后 C33A-R 较 C33A 细胞射放射诱导凋亡比例分别为

9.4±1.5vs.12.2±1.0，P<0.05。C33A-R 细胞及 C33A 细胞分别于放射照射后 18h G2/M 期阻滞达

到高峰，G2/M 期细胞分布比例分别为 32.822±2.168， 44.302±2.030，P<0.05, C33A-R 较 C33A

细胞 G2 期周期阻滞延长。4Gy 照射后 30min，C33A-R 和 C33A 细胞反应 DSBs 损伤的灶点数迅

速减少，分别为 19±2.106 vs.25±3.569 个，P<0.05，表明 C33A-R 细胞 DNA 损伤修复明显加快。

C33A-R 较 C33A 细胞 mtDNA 拷贝数明显降低，P<0.05。 

结论 人宫颈癌放射抗拒细胞模型 C33A-R 表现为放射敏感性降低，细胞周期 G2/M 期阻滞延长及

凋亡抑制，细胞 DNA 损伤修复加快。且放射抗拒细胞 C33A-R 的 mtDNA 拷贝数明显减少，我们

推测 mtDNA 拷贝数减少可能是调控人宫颈癌放射敏感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PK-163 

X 射线致人内皮细胞 EA.Hy926 损伤与 线粒体 DNA 拷贝数变化的

关系 

 
刘印印 周福祥 周云峰 谢丛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放化疗科 430071 

 

目的 采用常规分割照射，成功构建血管内皮细胞持续分泌炎症因子的血管损伤模型。探讨线粒体

DNA 拷贝数改变与 TNF-α、TGF–β1、COX2、CXCR4 等炎症因子变化的相关性及可能机制。 

方法 2Gy 分割剂量的 6MV-X 线（2Gy/F，5F/W，总计 40Gy）照射指数生长期的人脐静脉融合细

胞株 EA.Hy926，照射野 35×35cm，源皮距 100cm。在末次照射后 1 月，2 月，3 月，4 月，5 月

提取全基因组 DNA、RNA、总蛋白，以未照射组为对照组，采用实时定量 RT-PCR (Real 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方法检测线粒体 DNA 拷贝数及炎症因子转录水平表达情况，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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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t 法检测炎症因子蛋白水平的表达情况，活性氧检测试剂盒(ReactiveOxygen Species Assay Kit)

检测活性氧自由基表达情况。清除活性氧自由基，检测炎症因子变化情况。 

结果 经 2Gy×20 次放疗后 1 月到 5 月，人脐静脉融合细胞株 EA.HyY926 细胞炎症因子，与对照组

相比，在转录与蛋白水平，表达均升高（P＜0.05）。线粒体 DNA 拷贝数较对照组降低（P＜

0.05），活性氧自由基较对照组表达增高（P＜0.05）。清除活性氧自由基，炎症因子表达降低

（P＜0.05）。 

结论 改善内皮细胞线粒体功能，减少炎症因子释放，可能是减轻放疗后血管损伤的靶点。 

    
 
PK-164 

低剂量照射大鼠引起放射性心脏损伤的相关机制研究 

 
欧阳伟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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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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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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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蕙芹

1,2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 

2.贵州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科 

 

目的  本研究探讨低剂量照射大鼠心脏后损伤情况随剂量、时间的发生发展及与转化生长因子 β1 

(TGF-β1)表达的关系。 

方法  125 只 SD 大鼠随机分为 5 组，4 个不同剂量照射组和 1 个正常对照组，每组 25 只，正常对

照组不接受射线照射，照射组分别接受 10Gy、15Gy、20Gy、25Gy 胸部照射，5Gy/次，每日一

次，根据等效生物剂量换算，等同于临床常规分割剂量 2Gy/次的 16Gy、24Gy、32Gy、40Gy(均

≤40Gy，定义为低剂量)，照射后 1、2、3、6 个月每组各处死 5 只大鼠，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心脏组织 TGF-β1、I 型胶原（COL-1）mRNA 表达，Western blotting 检测 TGF-β1 蛋白表达。剩

余每组 5 只大鼠观察长期生存情况。 

结果  与正常组相比，各照射组 1 个月后 TGF-β1 mRNA 表达均升高，15Gy 组与 25Gy 组较正常

对照组升高差异有显著性(P＜0.05)；照射后 2、3 个月 TGF-β1 mRNA 在各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

＞0.05)；照射后 6 个月各照射组 TGF-β1 mRNA 表达较正常对照组均升高，20Gy 及 25Gy 组较正

常对照组升高差异有显著性(P＜0.05)。照射后 1、2、3 个月 COL-1 mRNA 表达各组间均无显著性

差异(P＞0.05)；照射后 6 个月各照射组 COL-1 mRNA 表达较正常对照组均升高，25Gy 组较正常

对照组及 15Gy 组升高差异有显著性(P＜0.05)。照射后 1 个月，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各照射组 TGF-

β1 蛋白表达均升高差异有显著性(P＜0.05)，与 10Gy 组相比，15Gy、20Gy 及 25Gy 组升高差异

有显著性(P＜0.05)；照射后 2、3 个月，TGF-β1 蛋白表达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照射后

6 个月，20Gy 及 25Gy 组升高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  20Gy 及 25Gy 照射可造成心脏炎性改变，随剂量增加而加重，并随时间推移可出现纤维化； 

TGF-β1 参与心肌纤维化形成的全过程，并可作为评价心脏组织纤维化的指标；检测心肌组织 I 型

胶原可量化纤维化程度，结合多种检测手段能更全面地判断心脏组织放射性损伤的情况。 

 
 
PK-165 

人肝 HL7702 肝癌 Huh7 细胞株对低剂量 X 射线辐射敏感性的研究 

 
王丽

1,2,3
 柏晗

1,2
 常莉

1,2
 李云芬

1,2
 李文辉

1,2
 

1.云南省肿瘤医院 

2.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放射治疗中心 

3.昆明医科大学分子临床医学研究院 

 

目的  研究人 HL7702/肝癌 Huh7 细胞株对低剂量 X 射线辐射超敏感性的反应，以期能找到肝/肝转

移瘤放射治疗新的分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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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方法  选择对数期生长的 HL7702/Huh7 细胞，分别给予 0 Gy、0.1Gy、0.2 Gy、0.3 Gy、

0.4 Gy、0.5 Gy、0.8Gy、1 Gy、2 Gy 6MV-X 线照射，36 小时后使用 CCK8 法检测细胞毒性；使

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凋亡、坏死率及周期分布情况；使用平板克隆形成实验检测其增殖活力。 

结果  HL7702/Huh7 细胞均存在低剂量超敏感性和辐射抗性增强。在 0-0.3Gy 表现出单位剂量杀伤

增强现象，在 0.3-1Gy 表现出一定的辐射抗性。在 0.3-2Gy 剂量区间 HL7702 表现为早期凋亡为主

（20%-42%），Huh7 表现为坏死为主（15%-29%）. HL7702 细胞周期放射敏感的 G2/M 期比率

为 15%左右，Huh7 细胞周期放射敏感的 G2/M 期比率为 25%左右. 

结论  人肝 HL7702/肝癌 Huh7 细胞均存在低剂量超敏感性和辐射抗性增强。两株细胞死亡的的途

径不同，分别为凋亡和坏死，这种区别可能为肝脏放疗带来新的分割模式。 

 
 
PK-166 

不同剂量分割模式下外放射生物效应及治疗获益的研究 

 
黄霞

1
 邱大

2
 魏曼

1
 孙岚

1
 

1.重庆市璧山县人民医院 

2.重庆市肿瘤医院放疗科 

 

目的  通过对不同的剂量分割模式下的生物效应研究，探讨了如何根据患者自身的生物效应响应参

数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临床外放射治疗剂量分割方法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 

材料与方法  取临床上一例肺腺癌患者实际治疗计划的剂量体积直方图，本研究是借助肿瘤控制率

zaider-minerbo 模型，取肿瘤的敏感性参数 α 取 0.33306 Gy-1、β 取 0.0546 Gy-2、α/β 取 6.1 

Gy、肿瘤体积 V 取 1cm3、肿瘤克隆源性细胞的密度取 107/cm3、肿瘤细胞增值率 0.05/天。治疗

方案取以下四种：（一）常规放射治疗方式单次剂量 2Gy，总剂量 50.0Gy，每周五次，休息两

天，直到结束；（二）大分割，单次剂量分别取 2.1Gy、2.3Gy、2.5Gy、2.7Gy、3.0Gy、

3.5Gy，每周五次直到治疗结束；（三）超分割，单次剂量分别取 0.85Gy、0.95Gy、1.05Gy、

1.15Gy、1.25Gy、1.35Gy，每天 2 次，每周 5 天治疗，直到结束；（四）连续超分割，单次剂量

分别取 0.85Gy、0.95Gy、1.05Gy、1.15Gy、1.25Gy、1.35Gy，每天 3 次，连续治疗直到结束。

比较其生物有效剂量、靶区治疗的获益及正常组织损伤情况。结果：连续超分割与其他分割模式相

比获益较大。（1）由各生物有效剂量的比较知：连续超分割治疗模式下行总剂量 55.5Gy，单次

0.75Gy，每日 3 次，次间间隔 8 小时，总计 74 次 25 天的治疗，较常规治疗模式下早、晚反应组

织的损伤风险小，靶区获益大，肿瘤控制概率可以提高 7.7%。（2）结合患者个性化生物学参数及

计划剂量体积直方图探究了行 39 到 72 次的连续超分割治疗，结果表明：行单次剂量 1.01Gy、总

剂量 54.5Gy、每日 3 次、次间间隔 8 小时、总计 54 次 18 天治疗，较常规治疗肿瘤控制概率可以

提高 15%。GTV、CTV、PTV 肿瘤控制概率可达到 97.9%、98.0%、97.3%，对应无并发症的肿

瘤控制概率分别为 76.0%、76.1%、75.5%。 

结论  借助生物学模型，结合患者个性化的放射生物学参数及治疗计划的剂量体积直方图，在理论

上能够制定与常规方案相比治疗靶区获益更大、正常组织损伤更小、更加切合患者本身的个性化放

射治疗方案。 

 
 
PK-167 

DNA 依赖蛋白激酶肿瘤相关生物学研究进展 

 
候宇 李文辉 

云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650106 

 

        DNA 依赖蛋白激酶是一种 DNA 活化的核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在 DNA 暴露于电离辐射后

的双链损伤修复中起主要作用。研究表明 DNA-PK 的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发展，肿瘤放化疗的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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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有关。DNA-PK 在辐射诱导的 DSBs 修复中具有核心作用，其功能的丧失必然导致细胞损伤修

复能力的降低，对电离辐射的敏感性增高，导致 DNA 损伤在细胞内积累造成基因组的不稳定性及

突变率的增加。同时 DNA-PK 在肿瘤抑制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引起作用底物涉及损伤修

复，转录及信号传导，堪称是抑癌基因的―守护者。肿瘤组织中 DNA-PKcs 的表达水平随肿瘤的分

化程度增高有逐渐增高的趋势，DNA-PKcs 的高表达导致的 DNA 损伤修复系统活性增高可能是实

体肿瘤化放疗抗拒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就其主要生物学功能及其与肿瘤有关的研究进展作一综

述。 

        DNA-dependent protein kinase (DNA-PK) is a nuclear serine / threonine protein kinase that 
is activated upon association with DNA, and DNA-PK has been shown to be a crucial component 
in the machinery of DNA double-strand break (DSB) repairing; Investigaions suggested that the 
variation of expression level and activation of DNA-PK protion has relation to occurrence, 
progress, sensitivity of radiothereaphy and chemitheraphy of tumor . The advances of main 
biological about DNA-PK related to tumor are reviewed. 
 
 
PK-168 

靶区剂量冷点对肿瘤控制概率影响的研究 

 
黄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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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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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庆市璧山县人民医院 

2.重庆市肿瘤医院放疗科 

 

目的   借助生物学模型探索靶区剂量分布不均匀性指数以及剂量冷点对放射肿瘤控制率的影响，为

临床治疗计划的优化和评估提供参考意见。 

材料与方法  取临床一脑胶质瘤患者治疗方案，由有经验的物理师设计五例计划，由剂量分布及

DVH 图得到五例计划靶区的 GTV、CTV、PTV 剂量的 Dmin、Dmax、Dmean、不均匀性指数

HI。借助生物学模型分别计算出五例计划的肿瘤控制概率。 

结果  物理剂量学角度上，五例治疗计划 f1、f2、f3、f4、f5 靶区 GTV 对应的靶区剂量冷点分别为

4980cGy、4995cGy、4835cGy、3002cGy、1888cGy，对应的平均剂量分别为 5261cGy、

5252cGy、5319cGy、5356cGy、5260cGy，不均匀性指数 HI 分别为 0.103、0.139、0.164、

1.061、2.058；靶区 CTV 对应的靶区剂量冷点分别为 4394cGy、2893cGy、2374cGy、843cGy、

482cGy，对应的平均剂量分别为 5144cGy、5073cGy、5065cGy、4892cGy、4909cGy，不均匀

性指数 HI 分别为 0.251、0.967、1.371、6.341、11.280；靶区 PTV 对应的靶区剂量冷点分别为

3866cGy、2401cGy、1972cGy、589cGy、380cGy，对应的平均剂量分别为 5077cGy、

4957cGy、4921cGy、4719cGy、4780cGy，不均匀性指数 HI 分别为 0.421、1.369、1.854、

9.506、14.653。在放射生物学上，五例计划靶区 GTV 对应的肿瘤控制概率分别为 99.9%、

99.7%、99.7%、76.4%、0.8%，CTV 对应的肿瘤控制概率分别为 99.0%、83.7%、39.2%、

0%、0%，PTV 对应的肿瘤控制概率分别为 97.4%、19.9%、0.4%、0%、0%。 

结论  靶区剂量的平均值对肿瘤控制影响相对较小，单就靶区的物理剂量平均值不足以用来评估治

疗计划优劣。随着靶区 GTV、CTV、PTV 的冷点剂量的降低，不均匀性指数逐渐增加，肿瘤控制

率在不断的降低，靶区的低剂量对治疗的肿瘤控制率有较大的影响。肿瘤控制概率是治疗计划评估

重要的量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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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69 

基于生物效应模型的外照射治疗计划评估方法研究 

 
黄霞 魏曼 孙岚 

重庆市璧山县人民医院 402760 

 

目的  探究放射生物效应模型评估同一病例的多个治疗计划的肿瘤控制概率、正常组织并发症概率

以及无并发症肿瘤控制概率方法，为临床上评估治疗计划的优劣提供一定的指导和抉择意见。  

材料与方法  取临床上一腹部的淋巴瘤患者，由有经验物理师制定三例优秀的治疗计划 a、b、c，

三例计划的靶区在剂量分布上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差别甚微。由剂量分布及 DVH 图得到三例计划

靶区的 GTV、CTV、PTV 剂量的 Dmin、Dmax、Dmean、不均匀性指数 HI，同时读取肾脏、脊

髓、膀胱等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借助生物学模型和参数分别计算三例计划的各自的肿瘤控制概

率、正常组织并发症以及无并发症肿瘤控制概率。 

结果  物理剂量学角度上，三例治疗计划靶区 GTV、CTV、PTV 各自的物理剂量分布差异不是很明

显，各自的均匀性参差不齐；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均在耐受剂量范围以内。放

射生物学效应角度上，a、b、c 三例计划的 GTV 的肿瘤控制概率均在 0.983 以上。CTV 的肿瘤控

制概率分别是 0.933、0.888、0.773，无并发症的肿瘤控制概率分别为 0.891、0.901、0.818。 

结论  三例治疗计划靶区剂量分布差异甚微，危及器官受照剂量均在耐受剂量剂量范围以内，物理

剂量分布评估各治疗计划的优劣较为困难，此时若从无并发症的肿瘤控制概率角度来评估各计划，

易知 b 计划获取较高的肿瘤控制概率和最佳的无并发症肿瘤控制概率。基于放射生物效应方法能为

临床上评估治疗计划的优劣提供一定的参考与抉择意见。 

 
 
PK-170 

汉防己甲素对人肺腺癌细胞的放射增敏作用及其机制的实验研究 

 
丁巍 

解放军第八一医院 210002 

 

目的  探讨汉防己甲素（Tet）对人肺腺癌 SPC-A1 细胞的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并初步研究其作用机

制。 

方法  采用 MTT 法来研究 Tet 对 SPC-A1 细胞的细胞毒作用，及比较单纯照射 4Gy、照射 4Gy 后

进行汉防己甲素（浓度 1μmol/L）处理、单用汉防己甲素及对照组之间 SPC-A1 细胞抑制率的差

异。采用成克隆分析来计算两组受照射后的细胞存活率，拟合细胞存活曲线，计算 D0、Dq、SF2

值，以研究汉防己甲素对 SPC－A1 细胞的放射敏感性的影响。 采用流式细胞术来检测照射前后肿

瘤细胞周期的分布情况。 

结果  Tet 对 SPC-A1 细胞的 24h、48h、72h 半数抑制浓度（IC50）分别为：10.77μmol/L、

5.78μmol/L、和 3.89μmol/L。照射后加汉防己甲素组的细胞抑制率较单纯照射组升高（24h、48h

和 72h 的 t 值分别为 3.67、3.40 和 2.91，p<0.05）。克隆形成实验显示 Tet 处理组的 D0、Dq、

SF2 值均低于单纯照射组。放射增敏比（SER）按多靶单击模型计算为 1.48。流式细胞仪检测细

胞周期的结果显示照射导致了 SPC-A1 细胞的 G2 期阻滞（p<0.01）。加用汉防己甲素后可以清除

这种阻滞（p<0.01），各个浓度之间无明显的量效关系。 

结论  汉防己甲素可以有效增加人肺腺癌 SPC－A1 细胞的放射敏感性，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清除放

射导致的细胞 G2 期阻滞，从而使 DNA 的损伤固定，发生增殖性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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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71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HOXD10 on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cholangiocarcinoma cell lines  
 

yang haixia,liang jun,chang hao,wang qiming,shao qiuju,qi yuhong 

Department of Radiotherap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38. 

710038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and related molecular mechanism of HOXD10 
overexpression on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cholangiocarcinoma cells.  
Methods The mRNA expression of HOXD10 in the RBE and HCCC9810 cell lines after X-ray 
treatment was measur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 Additionally, the influences of 

stable HOXD10 overexpression on radiosensitivity and apoptosis of Lv-HOXD10-RBE、Lv-

HOXD10-HCCC9810 cells after radiation were evaluated by colony formation assays, multi-
target single-hit model and flow cytometry, respectively. Western-blot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protein level of P53, Mdm2, P21 and Bax in Lv-HOXD10-RBE and Lv-HOXD10-
HCCC9810 cells after irradiation.  
Results  The mRNA expression of HOXD10 was significantly elevated after 2-,4- and 8-Gy X-ray 
treatment at 48h and 72h both in RBE and HCCC9810  cells compared with 24h(RBE: 
P=0.035, H9810: P=0.015). Lv-HOXD10-RBE  and Lv-HOXD10-HCCC9810 cells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sensitivity to 2, 4, 8 Gy radiotherap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ignificantly reduced cloning efficiency（RBE: P=0.030 H9810:P=0.004）.  The 

survival fraction of Lv-HOXD10-RBE and Lv-HOXD10-HCCC9810 cells were remarkably lower 
than negativ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P<0.001).  HOXD10 overexpression remarkably 
induced the early apoptosis of  

Lv-HOXD10-RBE and Lv-HOXD10-HCCC9810 cells after irradiation (RBE: P<0.01；H9810: 

P<0.05). Compared with negative control, higher HOXD10 in  -HOXD10-RBE and Lv-HOXD10-
HCCC9810 cells increased the P53, P21  and Bax protein expression, while decreased the level 
of Mdm2(P<0.05).  
Conclusions: These data reveals that HOXD10 can increase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cholangiocarcinoma cells  partly via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P53, Mdm2, P21 and Bax. 
 
 
PK-172 

鼻咽癌患者外周血类循环肿瘤干细胞的检测及临床意义 

 
贺俊彦 杜开新 董亚萍 彭清琴 黄云霞 李金銮 吴君心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测鼻咽癌患者治疗前外周血中的循环肿瘤细胞及类循环肿瘤干细胞含量，并分析其与患者临

床特征及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随机抽取我院 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5 月收治的 67 例鼻咽癌首诊患者及 10 例健康志愿者，

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测量其治疗前外周血中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CTCs）与类循

环肿瘤干细胞（like-circulating tumor stem cells，L-CTSCs）的含量，分析其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

及预后之间的关系。 

结果  鼻咽癌患者外周血中的 CTCs 和 L-CTSCs 的阳性率（59.7%和 44.8%）明显高于健康志愿者

（10%和 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鼻咽癌患者外周血中 CTCs 阳性仅与患者的

N 分期显著相关（P＜0.05），而 L-CTSCs 阳性与患者的 N 分期及进展情况显著相关（P＜

0.05）。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显示，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与

CTCs 和 L-CTSCs 阳性显著相关（分别为 P = 0.029 和 P = 0.001）；与 CTCs 阳性患者相比，L-

CTSCs 阳性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更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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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鼻咽癌患者外周血中 L-CTSCs 阳性与患者 N 分期及进展情况相关；与 CTCs 相比，L-

CTSCs 阳性能够更好地预测患者的预后，可能成为鼻咽癌患者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估的一个辅助指

标。 

 
 
PK-173 

CK2 抑制剂 CX-4945 逆转胃癌耐药细胞放射抗性的作用机制 

 
耿炜

1
 许文侠

3
 周建伟

2
 吴锦昌

4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二医院 

2.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3.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4.苏州市立医院 

 

目的  研究胃癌顺铂耐药细胞放射抗性产生及逆转的分子基础。 

方法  在已经成功构建的胃癌顺铂耐药细胞株中采用细胞分子生物学技术比较耐药细胞与敏感细胞

对辐射损伤修复能力的差异、XRCC1 表达差异，探讨 CK2、XRCC1 等分子表达与胃癌顺铂耐药

细胞放射抗性关系及其分子机制。 

结果  1. XRCC1 介导胃癌顺铂耐药细胞放射抗性。在用浓度梯度法构建的两株耐药细胞

BGC823/DDP、SGC7901/DDP 及其敏感性亲本株中采用高能 X-射线处理，结果显示 DNA 损伤程

度显著低于相同剂量处理的敏感细胞。而胃癌顺铂耐药细胞中 P-XRCC1 水平显著高于敏感细胞。

在敏感细胞中转染 GFP-XRCC1 表达质粒上调 XRCC1 表达可以显著抑制高能 X-射线引起的 DNA

损伤；在耐药细胞中转染 XRCC1 siRNA 抑制 XRCC1 表达可以显著增加高能 X-射线引起的 DNA

损伤。     

   2. CK2 抑制剂 CX-4945 通过抑制 XRCC1 增加 X-射线诱导的 DNA 损伤。耐药细胞对 CX-4945

保持敏感性，CX-4945 可抑制 P-XRCC1 水平，从而提高 X-射线诱导的 DNA 损伤程度。 

   3. CX-4945 逆转顺铂耐药细胞对放射的抗性。克隆形成实验表明，顺铂耐药细胞对 X-射线引发

的细胞死亡具有显著的抵抗能力。而采用 CX-4945 可以提高 X-射线诱导的顺铂耐药细胞死亡率。 

   4.CX-4945 逆转胃癌顺铂耐药细胞对于紫外 UVB 辐射的抗性。胃癌顺铂耐药细胞对于紫外 UVB

辐射引起的 DNA 损伤修复能力也显著增强，抵抗辐射诱导的细胞凋亡；当 CK2 抑制剂联合紫外

UVB 辐射后可以抑制 XRCC1 磷酸化使细胞不能修复紫外 UVB 诱导的 DNA 损伤，促进其损伤加

重及凋亡。 

结论  本研究首次发现胃癌顺铂耐药细胞对放疗及紫外 UVB 辐射具有交叉耐受，阐明了 XRCC1 在

胃癌顺铂耐药细胞内修复放疗及紫外 UVB 引起 DNA 损伤的作用，首次提出通过抑制胃癌耐药细胞

中 CK2 的表达，可以逆转其放射抗性。 

 
 
PK-174 

RNA 干扰抑制 Bmi-1 基因表达对人食管癌细胞系 Eca109 放射敏

感性及自我更新的影响 

 
汪建林 于静萍 王坚 孙志强 孙苏平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 放疗科 213003 

 

目的  利用 RNA 干扰技术抑制人食管癌细胞系 Eca109 中高表达的 Bmi-1 基因，研究其对 Eca109

细胞系放射敏感性及自我更新的影响。 

方法  设计合成 4 组特异性针对 Bmi-1 基因的 siRNA，构建慢病毒载体，感染 Eca109 细胞，采用

RT-PCR 和 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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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t 方法检测各组对目的基因的抑制效果；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及细胞周期的变化；通过克

隆形成实验测定其放射敏感性，并采用悬浮法培养人食管癌细胞 Eca109 生成肿瘤干细胞球，通过

测定初代以及次代肿瘤干细胞球的成球数量判断下调 Bmi-1 基因对肿瘤干细胞球成球能力及自我更

新能力的影响。 

结果  RT-PCR 和 Western 结果显示，重组慢病毒 Bmi-1-shRNA-3 能明显下调 Eca109 细胞中

Bmi-1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的表达(F=217．20、42．07，P<0．05)。细胞凋亡实验结果显示，未

经照射的 Bmi-1-shRNA-3 组凋亡率分别为(20．93．4-1．99)％，均高于未转染组和阴性对照组的

凋亡率[ (10．97±0．70)％和(20．43±0．25)％,F=50．54、330．14，P<0.05]。与对照组相比，

Bmi-1-siRNA-3 转染组的细胞侵袭转移能力明显下降，细胞周期发生明显变化，细胞的增殖受到明

显抑制。克隆形成实验显示，Bmi-1-shRNA-3 组与未转染组及阴性对照组相比，SF2、D0 和 Dq

值均减小，放射增敏比(SERD0)为 1.41。无血清悬浮培养法能富集具有肿瘤干性细胞群的球囊，

Bmi-1-shRNA-3 组低于未转染组和阴性对照组(F=217．20、42．07，P<0．05)。 

结论  RNA 干扰技术可有效抑制人食管癌细胞系 Eca109 中高表达的 Bmi-1 基因，使细胞放射敏感

性增高，减弱 Eca109 细胞系生成干细胞球的自我更新能力。 

 
 
PK-175 

抑制 HIF-1α 通过下调 HXKⅡ表达诱导非霍奇金淋巴瘤细胞凋亡 

 
乔俏 李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缺氧诱导因子 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在许多恶性肿瘤中存在着过表

达，它通过诱导参与糖酵解相关酶的表达，增加肿瘤细胞的血供、氧供及能量供应，以调节改善乏

氧造成的这一失衡。HIF-1α 的表达一方面是实体肿瘤内不同程度的缺氧诱导的结果，另一方面则

与非氧依赖性的信号传导途径导致 HIF-1α 蛋白合成增加有关。本研究旨在研究常氧状态下 HIF-1α

表达对糖酵解途径相关下游靶基因己糖激酶－Ⅱ（hexokinase-Ⅱ，HK-Ⅱ）表达的调控，并探讨其

对 NHL 细胞凋亡的调控机制。 

方法  以 HIF-1α 抑制剂 Echinomycin（EC）预处理人 NHL 细胞系 Namalwa、Ramos、Raji 及

HIF-1α 反义质粒转染细胞，检测干预后 NHL 细胞 HK-Ⅱ蛋白表达水平。进一步应用 HK-Ⅱ抑制剂

Clotrimazole（CLT）预处理人 NHL 细胞采用 Annexin-Ⅴ染色方法检测肿瘤凋亡水平的变化，采用

免疫印迹分析方法检测各细胞系中 HK-Ⅱ及凋亡相关蛋白 cleaved caspase-3 的表达水平。 

结果  应用 EC 及 HIF-1α 反义质粒转染细胞抑制 HIF-1α 的表达明显抑制了肿瘤细胞中 HK-Ⅱ蛋白

表达。HK-Ⅱ抑制剂 CLT 能够诱导 NHL 细胞的凋亡（P<0.05），且具有药物浓度依赖性，且增加

凋亡相关蛋白 cleaved caspase-3 表达。 

结论  抑制 HIF-1α 后，NHL 细胞中 HK-Ⅱ的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下降； 进一步抑制 HK-Ⅱ诱导 NHL

细胞凋亡及凋亡相关蛋白 caspase-3 表达增加，而 Caspase-3 的活化是细胞凋亡的终末效应子，

一旦活化，细胞凋亡进入不可逆阶段。综上结果提示常氧状态下 HIF-1α 通过诱导 HK-Ⅱ蛋白表达

抑制 NHL 细胞凋亡，可成为 NHL 细胞凋亡调控的重要靶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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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76 

姜黄素通过抑制内质网应激增加放疗诱导非霍奇金淋巴瘤细胞凋

亡 

 
乔俏 李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姜黄素（Curcumin）是从姜黄根茎提取的主要成分，前期研究证实其具有抗肿瘤及放疗增敏

作用。内质网应激（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ERS）在在恶性肿瘤进展以及对放化疗敏感性

的调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放疗导致 DNA 损伤，导致错折叠蛋白在内质网集聚诱发 ERS。既往研

究表明放疗诱发 ERS 的初期阶段 ER 激活细胞自我保护机制，积极调动应激反应蛋白，如促存活

分子 GRP78 的表达/活化，抵御应激所造成的损害，如果刺激超过细胞的修复能力或 ERS 延长，

则启动 ERS 相关性促凋亡信号如 caspase- 

12 表达，以及破坏促凋亡蛋白和抗凋亡蛋白（bcl-2 家族）的平衡，引起 Cytochrome C 释放促进

细胞凋亡。本研究旨在研究 Curcumin 对 ERS 通路核心蛋白 GRP78 表达的调控并探讨其对放疗诱

导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细胞凋亡的调控机制。 

方法 Curcumin±放疗预处理人 NHL 细胞系 Namalwa、Ramos、Raji，检测干预后 NHL 细胞

GRP78 蛋白表达水平。进一步应用 ERS 通路抑制剂 Salubrinal±放疗及转染 GRP78 反义 siRNA±

放疗预处理人 NHL 细胞，采用 Annexin-Ⅴ染色方法检测肿瘤凋亡水平的变化，免疫印迹分析方法

检测各细胞系中凋亡相关蛋白 cleaved caspase-3 的表达水平。 

结果 Curcumin 明显抑制了放疗诱导 NLH 细胞 GRP78 蛋白表达。进一步应用 ERS 通路抑制剂

Salubrinal 能够增加放疗诱导 NHL 细胞的凋亡（P<0.05），且具有药物浓度依赖性。转染 GRP78

反义 siRNA 增加放疗诱导 NHL 细胞的凋亡（P<0.05）且增加凋亡相关蛋白 cleaved caspase-3 表

达。 

结论  Curcumin 抑制放疗诱导 NHL 细胞 ERS 核心蛋白 GRP78 蛋白表达； 进一步抑制 GRP78 增

加放疗诱导 NHL 细胞凋亡及凋亡相关蛋白 caspase-3 表达增加，而 Caspase-3 的活化是细胞凋亡

的终末效应子，一旦活化，细胞凋亡进入不可逆阶段。综上结果提示 Curcumin 通过抑制 ERS 信

号通路活化增加放疗诱导 NHL 细胞凋亡，可成为 NHL 细胞凋亡调控的重要靶点之一。 

 
 
PK-177 

食管腔局部应用氨磷汀对 DDP 所致食管粘膜损伤的保护作用 

 
范才 刘德庆 李亚星 张建军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050081 

 

目的  观察食管腔局部应用氨磷汀对 DDP 引起的化学性食管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  24 只新西兰大白兔随机分为对照、单纯 DDP、单纯氨磷汀和氨磷汀联合 DDP 组。将自制的

食管局部给药装置插入食道腔内，膨胀上、下两球囊使之与食管壁紧贴，两球囊之间形成的腔隙通

过管路注入药物，即实现对食管的局部给药。对照组：食管腔隙局部灌注生理盐水，作用 50min；

单纯氨磷汀组：腔隙先灌注生理盐水 20 min，吸出后再灌注 200mg/L 氨磷汀药液 30min；单纯

DDP 组：先灌注生理盐水 20 min，吸出后再灌注 250mg/L DDP 药液，作用 30min；联合组：先

灌注 200mg/L 氨磷汀药液 20min，吸出后再灌注 250mg/L DDP 药液，作用 30min。 

结果  用药 6 天后处死兔子取食管，大体标本示，对照及单纯氨磷汀组灌注部位食管粘膜光滑，与

周围未灌注区粘膜无明显变化；单纯 DDP 组灌注部位食管明显增粗、水肿，切开食管见粘膜表面

有灰白色―伪膜‖覆盖，粘膜充血糜烂明显，光镜下食管粘膜上皮大部或全部脱落，粘膜层水肿，粘

膜下血管扩张充血，固有层、粘膜下层及肌层有大量炎细胞浸润；而联合组食管轻度增粗，粘膜表

面轻度充血糜烂，无―伪膜‖，光镜下粘膜上皮部分脱落，固有层、粘膜下层有中量炎细胞浸润，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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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见少许炎细胞。统计学处理，对照及单纯氨磷汀组在食管组织损伤、炎细胞浸润程度及总积分上

无明显差异（P＞0.05）；联合组较上述两组损伤明显（P＜0.01）；单纯 DDP 组损伤最重，与联

合组相比差异明显（P＜0.01） 

结论 1.自行研制的用药装置可实现食管的局部靶向给药，具有局部药物浓度高，用药量小，全身副

作用轻等特点，为临床开展食管癌局部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 2.食管局部灌注 DDP 对食管粘膜有

明显损伤，而化疗前局部给予细胞保护剂—氨磷汀可明显降低食管黏膜损伤程度，为临床应用氨磷

汀提供了新的途径。 

 
 
PK-178 

宫颈癌术后 IMRT 和 VMAT 放疗技术的剂量学研究 

 
邓海军

1
 赵艳群

2
 罗文娟

1
 

1.四川绵阳四 0 四医院（川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2.四川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索宫颈癌术后患者采用静态调强放疗技术（IMRT）和旋转容积调强技术（VMAT）的剂量

学分布特征。 

方法  随机抽选已接受的宫颈癌术后辅助放疗的 43 例患者，基于 VARIAN 

UNIQUE 直线加速器和 Eclipse11.0.47 放疗计划系统，在同一套 CT 图像上设计七野均分 IMRT 和

二弧 VMAT 计划，处方剂量为 45Gy/25f，并基于 MATLAB 平台编写程序，获取计划模拟结果。并

分析比较两种计划的靶区相关参数以及评估危及器官、机器跳数、治疗时间等。 

结果  两种计划的处方剂量均能较好的覆盖靶区，VMAT 计划靶区周边的梯度剂量分布更加合理，

靶区的适形度和均匀性更好，且 VMAT 计划 Body 内受照射的低剂量总体积更多，高剂量总体积更

少，在受照剂量约为 15Gy 左右时，两种计划受照射的总体积相等。小肠 V30、股骨头 V20、骨盆

V20、马尾 Dmax 明显优于 IMRT 计划（P<0.05），VMAT 计划危及器官 Dmax 更低

（P<0.05）,Dmean 除直肠外，均低于于 IMRT 计划（P<0.05）。对于骨盆，两种治疗方法对整个

骨盆受照剂量分布影响最大的是髂骨和髋骨，骶骨的平均剂量 Dmean 均高于髂骨和髋骨，两种计

划仅髂骨和髋骨的平均剂量 Dmean 变化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二弧 VMAT 计划机器跳数和

治疗时间明显优于七野 IMRT 计划（P<0.05）。 

结论  宫颈癌术后 IMRT 和 VMRT 治疗方式，靶区均能获得较满意的剂量分布，VMAT 计划靶区周

边梯度剂量适形度和均匀度更好。从物理角度评估，VMAT 治疗方式对术后宫颈癌危及器官的保护

较好，且治疗时间明显缩短。 

 
 
PK-179 

颅脑放疗对认知功能损害的研究进展 

 
郭思言 周方正 张东升 聂龙 王小聪 谢辉 储音越 

随州市中心医院 441300 

 

   放疗是脑转移癌患者治疗的有效方法之一，随着脑转移癌患者的总生存期延长，放疗引起的相关

认知功能损害逐渐得到关注。颅脑放疗对认知功能的影响、机制、如何评价以及防治脑认知功能障

碍逐渐成为临床医学工作者关心的问题，本文就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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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80 

Macrophag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adiation-induced 

pneumopathy in rats by directly accumulating MMP-9 
 

Sun Yaling,Chen Min,Zhang Yaowei,Liang Huazhen,Qiu Chunyan,Guan Jian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510515 

 

Purpos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macrophages and related molecular mechanis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adiation induced pulmonary injury. 
Materials and methods  At indicated times from 0-12 week following exposure of male Wistar 
rats to 30 Gray single dose thoracic irradiation, the cell populations obtained by bronchoalveolar 
lavage (BAL) were characterized by cytology. The severity levels of irradiation induced 
pneumonitis and pulmonary fibrosis were semiquantitatively determined using methods 
previously published by Szapiel. MMP-9 in lung tissues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The amount of macrophages in 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 (BALF) at indicated times 

significantly differed (χ2＝19.741, P=0.003<0.05), as macrophage peaked at 4wk after irradiation 

with quantities of macrophage-derived foam cells emerged. The relative percentage of 
macrophages in BALF correlates with the severity level of radiation induced pneumonitis 
(rs=0.570, P=0.001<0.05). The expression of MMP-9 within macrophage correlates with the 

amount of macrophages in lung tissues (rs=0.680, P＝0.000<0.05). The accumulation of MMP 

9 also has correlations with the severity level of radiation induced pneumonitis as well as 
radiation induced pulmonary fibrosis (rs=0.808, P=0.000<0.05; rs=0.415, P=0.020<0.0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macrophage contributes to radiation induced pulmonary 

injury, especially radiation induced pneumonitis，through direct accumulation of MMP-9, which i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the metabolization of extracellular matrixes. 
 
 
PK-181 

PIDD 调节放射性脑损伤中小胶质细胞激活作用的研究 

 
高喜璨 童凡 魏春花 熊春锦 卢卉 伍钢 董晓荣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放射性脑损伤（RIBI）是头颈部肿瘤患者放疗后严重并发症，本研究拟探索 PIDD 基因在

RIBI 中调节小胶质细胞激活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体内外通过慢病毒载体建立靶向沉默 PIDD、过表达 PIDD-C、过表达 PIDD-CC 及阴性对照

的小鼠模型和小胶质细胞；各组细胞系和小鼠全脑分别接受 0Gy 或 10Gy 电离辐射，分组：对照组

（0Gy）、RT 组（单纯照射）、NC 组（空载体）、IH 组（沉默 PIDD）、C 组（PIDD-C 过表达) 

和 CC 组（PIDD-CC 过表达) ；水迷宫实验检测照射后 6 周各组小鼠空间记忆能力；实时定量

PCR 和免疫印迹检测细胞或脑组织中 PIDD、TNF-α 和 IL-1β 的表达水平；免疫印迹检测细胞或脑

组织中凋亡相关蛋白（caspase-3，BAX，caspase-9 和 PARP1）表达；细胞和组织免疫荧光分别

观察小胶质细胞和脑组织中 Iba-1, F4/80, PIDD, TNF-α 和 caspase-3；免疫共沉淀检测 PIDD-C、

PIDD-CC 与 NEMO 相互作用；迁移实验观察细胞迁移能力；克隆形成检测细胞放射敏感性；流式

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  

结果  水迷宫实验示 IH 组和 C 组 RIBI 小鼠的记忆功能改善；实时定量 PCR 及免疫印迹示相较于

RT 组，IH 组 PIDD，TNF-α 和 IL-1β 表达下调，C 组 TNF-α 和 IL-1β 表达增高（P＜0.05）；免疫

印迹示与对照组比，RT、NC 及 CC 组凋亡相关蛋白表达增高，IH 组凋亡相关蛋白表达较 RT 组低

（P<0.05）；细胞免疫荧光示与对照组比，RT、NC 及 CC 组 Iba-1 和 caspase-3 表达增高，C 组

F4/80 和 TNF-α 表达增高；组织免疫荧光示与对照组比，Iba-1 和 F4/80，TNF-α 和 caspase-3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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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细胞数在 RT、NC 及 CC 组上调，在 IH 和 C 组无明显差异；迁移实验示 RT、NC、C 和 CC 组

细胞迁移率高于对照组（P<0.05）；免疫共沉淀示外源 PIDD-C 可与内源 NEMO 结合；克隆形成

实验示与 RT 组比，IH 组放射敏感性降低，CC 组放射敏感性增高（P<0.05）；流式细胞术示

RT、NC 和 CC 组凋亡上调，IH 组凋亡率低于 RT 组（P<0.05） 

结论  电离辐射后，PIDD 裂解为 PIDD-C 与 NEMO 结合介导小胶质细胞激活，释放炎症因子，还

裂解为 PIDD-CC 介导小胶质细胞凋亡联合诱导 RIBI 发生 

 
 
PK-182 

MicroRNA-330-3p 调节非小细胞肺癌大分割放射敏感性及其 

机制的研究 

 
童凡 熊春锦 高喜璨 魏春花 卢卉 伍钢 董晓荣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大分割放疗（HFRT）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局部治疗中具有重要地位，本研究拟初

步探索 microRNA-330-3p（miR-330-3p）对 NSCLC 的 HFRT 敏感性影响 

方法  HCC827 细胞系为研究对象，以慢病毒为载体构建 miR-330-3p 过表达组细胞系（OE 组），

及 miR-330-3p 沉默的细胞系（IH 组），未感染的细胞系为对照（CON 组），体内建立荷瘤裸鼠

（OE 组和 CON 组）；细胞系及移植瘤分别接受 0Gy 和 12Gy（照射组）电离辐射后记录移植瘤

体积；免疫组化 CD34 染色检测微血管密度（MVD），免疫组织荧光 α-SMA/CD34 双染色检测血

管周细胞覆盖率，盐酸哌莫硝唑显像检测乏氧面积；免疫印迹检测磷酸化 STAT3（p-STAT3）、

HIF-1α 和 VEGF 表达水平；实时定量 PCR 检测 CXCL12 转录水平；体外乏氧培养联合 STAT3 抑

制剂 S31-201，免疫印迹检测各组细胞系上述基因的表达水平 

结果  体积-时间曲线示 OE 组放射敏感性低于 CON 组；CON 组中，对比 0Gy 组，照射组第 7 天

时免疫组化染色显示 MVD 减低，双标免疫荧光染色示血管周细胞覆盖率增加，乏氧显像示乏氧区

域减少，免疫印迹示 p-STAT3、HIF-1α、CXCR4 和 VEGFA 表达水平下调，实时定量 PCR 显示

CXCL12 转录水平下调（p<0.05）；CON 组中，对比照射组第 7 天，照射组第 14 天时 MVD 升

高，血管周细胞覆盖率增加，乏氧面积回升，p-STAT3、HIF-1α 和 VEGF 表达水平回升，

CXCL12 转录水平上调（p<0.05）；照射组中，相较于 CON 组，OE 组 MVD 下调、血管周细胞覆

盖率上调和乏氧改善的程度受抑制，p-STAT3、HIF-1α、VEGF 和 CXCL12 下调受抑制

（p<0.05）；免疫印迹及实时定量 PCR 显示体外乏氧培养后 p-STAT3、HIF-1α、VEGF 和

CXCL12 上调，并可被 S31-201 所抑制（p<0.05），在 OE 组其表达上调程度更高，不可被 S31-

201 所抑制，在 IH 组中其上调水平受抑制 

结论  HFRT 通过 p-STAT3/HIF-1α 诱导 NSCLC 血管正常化窗口期促进肿瘤杀伤，miR-330-3p 通

过上调 p-STAT3/HIF-1α 通路及其下游促血管新生因子，抑制 HFRT 的血管正常化效应，进而降低

放射敏感性 

 
 
PK-183 

小肠放射耐受剂量的研究进展 

 
王树斌

1,2,3
 袁飞

1,3
 武云

1,2,3
 朱巍

1,2,3
 

1.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肿瘤科 

2.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包头临床学院肿瘤科 

3.包头医学院肿瘤防治研究所 

 

 小肠包括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从幽门延伸到回盲瓣，是一个连续的，狭窄的消化器官。成人

小肠长度约为 5 米，十二指肠紧邻空肠回肠占据腹腔的中下部，在腹、盆腔肿瘤的放疗中如何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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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肠道损伤的发生是我们在设计和评估腹、盆腔肿瘤患者放射治疗计划时的重要问题，因此对

放射性肠道损伤发生的危险因素及小肠耐受剂量的了解，尤其是对腹、盆腔放射剂量学因素的了

解，在腹、盆腔肿瘤患者的放疗中都很有价值。小肠的急性放射性粘膜炎会干扰小肠内营养物质的

吸收，一般表现为腹部绞痛和腹泻，单行的一般发生于放疗开始的 1-2 周。通常会继发体重的下

降。放疗引起的纤维化会导致小肠的粘连，并限制其活动，从而引起肠梗阻，严重时甚至需要急诊

手术处理。QUANTEC 对于评估 IMRT 放射治疗计划中小肠的放射性毒性，一种通过勾画肠袢，对

于受量≥15Gy 小肠的绝对体积应该＜120cc，另一种通过勾画包含小肠的腹腔，对于受量＞45Gy

的绝对体积应＜195cc。在 SBRT 放疗计划中评价小肠的放射毒性，由于分割方式的不同，限定计

量也有所差异，对于单次分割，对于受量＞12.5Gy 的绝对体积应＜30cc；对于 3-5 次的分割方式

Dmax＜30Gy。目前对于 SBRT 中小肠的耐受量使用 DVH Risk Map 进一步评估其风险。使用概率

剂量-反应模型（probit dose-response model）分析目前的临床数据，采用在放疗分割量 3 次的情

况下，如果 21 Gy 体积超过 30 cc，6.5%可能出现 3 度级以上并发症，如果想把并发症控制在

2.5%以下， 30 cc 体积受到的剂量应该<16 Gy。对于 SBRT 中其他的分割方式和体积，小肠可接

受的风险控制在 4-8.4%。目前的结果需要更多的临床梯度递增实验研究的数据作为支持。 

 
 
PK-184 

选择性极光激酶 A 抑制剂 MLN8237 有效抑制宫颈鳞状细胞癌细胞

增殖并增强顺铂和多西他赛化疗敏感性 

 
马玉花

1,2
 杨杰

1
 王若峥*

2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 

2.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中心 

 

目的  观察 MLN8237 联合顺铂或者多西他赛对人宫颈癌细胞系细胞生长抑制，检测对正常细胞毒

性，初步了解 MLN8237 化疗增敏机制。 

方法  1、以 MLN8237、DPP 、多西他赛分成单药组和联合治疗组作用于 HCC94、SiHa 细胞，维

吾尔族原代宫颈癌细胞，并设调零组及不加药对照组，采用 MTT 比色法测各组 HCC94、SiHa 细

胞，维吾尔族原代宫颈癌细胞增殖抑制率；以三者 IC50(48h)组合，1/2 IC50(48h)组合，采用 MTT

比色法测各组 HCC94、SiHa 细胞，维吾尔族原代宫颈癌细胞增殖抑制率。2、以 MLN8237 不同

浓度处理 H8 细胞，MTT 比色法检测细胞增值抑制率。3、FCM 检测 MLN8237 处理 HCC94、

SiHa 细胞不同时间对细胞周期改变以及凋亡影响。4、MLN8237 处理 HCC94、SiHa 细胞，设立

对照，划痕检测迁移及 Transwell 检测侵袭。 

结果  1、MLN8237 单药处理细胞时，各组对 HCC94、SiHa、维吾尔族宫颈原代细胞生存率均比

对照组降低(P＜0.05)，随着给药时间延长，细胞存活率逐渐降低(P＜0.05)。顺铂、多西他赛也呈

同样趋势。MLN8237 与 DDP 或者多西他赛联合处理各细胞 24h 时，各浓度联合作用组均较相同

浓度单药存活率降低(P＜0.05)。三药 1/2 IC50(48h)浓度联用 HCC94 细胞、SiHa 细胞存活率分别

仅为 15.859±4.657%，18.678±5.387%；三药 IC50(48h)联用 HCC94 细胞、SiHa 细胞存活率更低

分别仅为 6.957±5.846%，9.561±6.241%。对宫颈原代细胞癌也具有相同效应趋势。2、与对照相

比，MLN8237 的浓度高达 80uM 时没有引起细胞活性降低(P＞0.05)。甚至高达 320uM 时仅导致

小量毒性(细胞存活率 85%)。3、FCM 检测 MLN8237 处理后，与对照组比较，G2/M 期明显增

加，G0/G1+S 期比例明显降低(P＜0.05)；凋亡明显增多(P＜0.05)，并随时间和剂量增加，变化越

明显。4、MLN8237 处理 24h 与对照组相比明显抑制细胞迁移及侵袭。 

结论  1、MLN8237 单独或联合顺铂、多西他赛均有明显抑制宫颈癌细胞增殖作用。三者联用效果

更加明显。MLN8237 对 H8 细胞无明显毒副作用。3、MLN8237 在体外使细胞周期阻滞于 G2/M

期，可以显著诱导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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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185 

选择性极光激酶 A 抑制剂 MLN8237 联合顺铂、多西他赛对宫颈鳞

状细胞癌的放疗增敏体外研究 

 
马玉花

1,2
 杨杰

1
 王若峥*

2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放疗二科 

2.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中心 

 

目的  观察不同放射剂量联合 MLN8237、顺铂、多西他赛对宫颈癌细胞系 HCC94、SiHa 细胞，维

吾尔原代宫颈鳞状细胞癌细胞平板克隆形成的影响，观察极光激酶 A mRNA，极光激酶 A 蛋白、

以及磷酸化蛋白水平变化，探讨 MLN8237 放疗增敏机制。 

方法  1、以 MLN8237 、顺铂、多西他赛，分成单药组、MLN8237 联合顺铂或多西他赛组作用于

HCC94、SiHa、维吾尔原代宫颈鳞状细胞癌细胞，并设对照组，药物作用细胞 24h 后，培养 10-

14 天，检测各组细胞克隆形成率。2、MLN8237、顺铂、多西他赛单药或药物混合作用 24h 后给

予不同剂量(2Gy、4Gy、6Gy、8Gy、10Gy)放疗，培养 10-14 天。观察宫颈鳞状细胞癌细胞系

HCC94、SiHa，维吾尔原代宫颈鳞状细胞癌细胞平板克隆形成率，并拟合细胞存活曲线。3、

MLN8237 1uM、2uM 处理 HCC94、SiHa 细胞 48h，Q-PCR 检测极光激酶 A mRNA 的变化，蛋

白印迹检测极光激酶 A 蛋白、磷酸化极光激酶 A(T288)蛋白的变化。 

结果  1、MLN8237 单药处理细胞时，各组对 HCC94、SiHa 细胞克隆形成率均比对照组降低(P＜

0.05)，随 MLN8237 浓度增高，细胞克隆形成率逐渐降低。顺铂、多西他赛呈同样趋势。2、

MLN8237 与 DDP 联合处理细胞，各浓度联合作用组均较相同浓度单药细胞存活率降低(P＜

0.05)，顺铂浓度不变，随 MLN8237 浓度增高，细胞存活分数逐渐降低(P＜0.05)；MLN8237 浓度

不变，随顺铂浓度增高，细胞存活分数逐渐降低(P＜0.05)。MLN8237 与多西他赛联合处理细胞，

和顺铂具有相同趋势。三药联合细胞存活分数更低。3、细胞存活曲线 MLN8237 联合照射组 Dq、

D0 及 SF2 明显低于单纯照射组(P＜0.05)；顺铂、多西他赛具有相同趋势；MLN8237 联合顺铂或

者多西他赛照射组 Dq、D0 及 SF2 低于单药联合照射组(P＜0.05)，三药联合照射组 Dq、D0 及

SF2 最低。4、MLN8237 1uM、2uM 处理 HCC94、SiHa 细胞 48h，Q-PCR 检测极光激酶 A 

mRNA 无变化，蛋白印迹检测极光激酶 A 蛋白无明显变化、磷酸化极光激酶 A(T288)蛋白消失。 

结论  MLN8237 在体外能够抑制细胞的生长；联合顺铂、多西他赛均有放射增敏作用；可显著降低

磷酸化极光激酶 A(T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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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01 

利用 RapidPlan 容积调强模型半自动优化固定野调强计划 

 
张艺宝 蒋璠 岳海振 李莎 吴昊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放疗科，恶性肿瘤发病机制及转化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00142 

 

目的  基于知识的放疗具有高效、优质、一致性好等特点，但建模费时费力。为提高模型利用效

率，本研究基于容积调强 RapidPlan（RP）模型优化固定野 IMRT，评估模型拓展性及剂量学表

现。 

方法  1. 用 81 例直肠癌术前同步推量 VMAT 计划（处方 95% PTVboost/PTV≥50.6/41.8 Gy，22

次）建立模型。2. 复制 10 例同类 IMRT 临床计划，保持布野及能量等不变，用模型生成新的优化

参数及各野动态 MLC 序列。3. 将计划归一至刚好满足处方后对原计划和 RP 结果行剂量学统计。 

结果  RP_IMRT 计划中，PTVboost和 PTV 的 HI 均值±标准差（下同）分别为 0.046±0.008 和

0.251±0.008，CIPTVboost=1.007±0.058，D2%=52.54±0.35Gy，较原计划

（HIPTVboost=0.041±0.007，HIPTV=0.245±0.011，CIPTVboost=1.020±0.059，D2%=52.71±0.24Gy）靶

区差异不显著（P>0.05），但 RP 的 CIPTV（1.189）和最大剂量（54.73±1.67Gy）均显著高于原

计划（1. 014，52.89±0.36 Gy），P<0.05。这是由于 RP 自动优化过程缺乏人工实时干预热区，

但可后期补救。平均 DVH 图显示，RP 的 CTV44.5Gy~50Gy及 PTV43.0Gy~50Gy区低于原计划，说明 RP

改善了同步推量计划从 PTVboost处方至 PTV 处方剂量的跌落。同时，RP 大幅减低了膀胱剂量

（D50%从 34.13±2.74 降至 25.12±0.84，降幅 9.01Gy/26.40%；Dmean从 34.27±2.93 降至

26.19±0.97，降幅 8.08Gy/23.58%）和股骨头剂量（D50%从 18.87±2.63 降至 14.67±1.80，降幅

4.20 Gy/22.26%；Dmean从 19.25±2.36 降至 15.41±1.07，降幅 3.84 Gy/19.95%），且收窄的数据

分布说明 RP 计划的一致性更好。但 RP 的平均总跳数（1211±99 MU）显著高于原计划（771±79 

MU），P<0.05，且劈野数更多（46% vs. 72%）。 

结论  VMAT 模型可用于基于知识优化同类 IMRT 固定野计划，从而提高模型利用效率并改善危及

器官保护，但剂量热区需人工干预。 

 
 
PL-002 

The study of dosimetry and clinical quality comparison 

between IMRT and VMAT in irradiation for peripheral lung 

cancer and central lung cancer 
 

任娟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 710061 

 

Background  IMRT and VMAT plans were compared in peripheral and central lung cancer.  
Methods plans of 12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In peripheral lung cancer, IMRT showed better dose conformity, homogeneity and heart 
and lung-ipsilateral sparing than SA/PA/2PA-VMAT; In case of PTV not encompassing 
mediastinum in central lung cancer, 2PA-VMAT showed better conformity and homogeneity than 
IMRT/PA/SA-VMAT. IMRT achieved better lung sparing than SA/PA/2PA-VMAT. In case of PTV 
encompassing mediastinum, IMRT showed better dose conformity, homogeneity and better 
spring of lung all, lung-ipsilateral, heart than SA/PA/2PA-VMAT.  
Conclusion 2PA-VMAT showed better PTV coverage and OAR sparing than IMRT in peripheral 
lung cancer. In case of PTV not encompassing mediastinum in central lung canc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TV coverage between IMRT and 2PA-VMAT. In case of PTV 
encompassing mediastinum, IMRT plan showed better PTV coverage and better OAR 
sparing than 2PA-V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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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03 

光学表面成像技术在肿瘤放疗中的初步应用研究 

 
杨露

1,2
 钟仁明

1
 李光俊

1
 沈九零

1,2
 李丽琴

1,2
 柏森

1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目的 探讨光学表面成像系统 Catalyst 用于引导放疗摆位的精度、稳定性；该方式的放疗分次内误

差、主动呼吸控制（ABC）在肺癌放疗中的精确性；临床使用的可行性。  

方法 本研究选取行全程图像引导放射治疗(CBCT)的五种不同肿瘤部位共 52 例肿瘤患者。治疗

前，患者按与模拟 CT 定位相同的体位摆位。首次治疗，患者摆位后行 CBCT 扫描配准修正并记录

摆位误差为 C；光学表面系统（Catalyst）拍下此时患者表面图像信息为参考图像 Cref，行放射治

疗并用 Catalyst 系统监测整个放疗过程中平均误差值与 Cref 之间误差 Cm；非首次治疗，患者按

Catalyst Cref 参考图像初步摆位（±2mm/2°），记录此时与 Cref 摆位误差为 C1，再进行 CBCT 扫

描配准修正并记录摆位误差为 C，修正后的表面图像与 Cref 的误差为 C2，再同首次相同方式记录

Cm。记同次 Catalyst 摆位误差值 C1 与 CBCT 摆位误差 C 差值为 d1 (d1=C1-C)，CBCT 修正后

Catalyst 与参考图像误差 C2 为 d2 (d2=C2)，两次误差值之差为 d3（d3=d1-d2）。采用 Spss20.0

对数据进行分析，d1、d3、Cm 六维方向数值均采用单样本 t 检验（检验值=0），取 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并采用皮尔森（Pearson）相关性检验分析 C-C1 和 d1-d2 之间相关性 R， 

P<0.05 为显著相关。  

结果 52 例患者 d1、d3 和 Cm 均值均在 2mm/2°以内，CBCT-C1 和 d1-d2 值呈显著相关(3<r<7)；

4 例 ABC 患者除 ABC-FB （自由呼吸状态）y、z 方向分别为-2.16 和-3.36mm，其余数值均在

2mm/2°以内；六组患者 d1、d3：1、2 和 5 组所有方向均在 2mm/2°以内，3 和 4 组 d1 均值 y 方

向分别为 4.90 和 4.57mm，d3 均值 y、z 方向分别为 4.15、-0.17 和 5.10、3.76mm，其余方向均

在 2mm/2°以内。  

结论 光学表面系统在一定程度可以用于放疗临床摆位、监测分次内误差、验证 ABC 技术放疗准确

性和安全性，初步结果表明该方式较适用于头颈部和胸部肿瘤患者。 

 
 
PL-004 

国产医用直线加速器在乳腺癌保乳术后 dIMRT 与 3D-CRT 放疗的

剂量学比较 

 
李全义

1
 戴相昆

2
 方春峰

2
 

1.武警边防部队总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比较并分析了国产医用直线加速器在乳腺癌保乳术后 dIMRT 与 3D-CRT 放疗的剂量学特性与

治疗实施效率，为国产医用加速器的临床应用提供剂量学依据。  

方法 选取 11 例早期保乳术后需辅助放疗的患者影像资料（左侧患者 6 例，右侧患者 5 例）处方剂

量为 50Gy/25 次，采用 TIGRT 计划系统（苏州雷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分别设计固定野动态调强

（Dynamic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dIMRT）与三维适形（Three-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otherapy,3D-CRT）放疗计划，根据剂量体积直方图（Dose volume histogram, DVH)统计靶

区、危及器官（Organs at Risk，OARs）的剂量参数，并计算靶区适形度指数（Conformity 

Index，CI）与均匀性指数（Homogeneity Index，HI），最后统计机器（Monitor unit，MU）和治

疗时间 t。 

结果 两组计划的都能实现对靶区剂量较好的覆盖度，dIMRT 计划组与 3D-CRT 计划组 D95 与

V100 分别为 5009.73±12.70，95.41±0.54 与 5005.47±7.30，95.18±0.28。dIMRT 计划组的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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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剂量 D98 与平均剂量 Dmean 略小于 3D-CRT 计划组，但二者无统计学意义。两组计划的 CI

与 HI 分别为 0.83±0.01，1.10±0.02 与 0.52±0.05，1.14±0.02，二者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5）。危及器官受量方面，3D-CRT 计划的患侧肺 V5、V10 与 V20 均低于 dIMRT 计划组，V30

高于 dIMRT 计划组两组计划具有统计学差异。3D-CRT 计划组平均剂量（MLD）略小于 dIMRT 计

划组，但没有统计学差异。左侧患者心脏体现出与患侧肺相类似的剂量学特性。3D-CRT 计划的健

侧肺与健侧乳腺的受量较 dIMRT 组低。 

结论 国产医用加速器能够实现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放射治疗的靶区剂量与危及器官的剂量学

要求，并且 dIMRT 靶区剂量分布更加均匀，适形度更好，而 3D-CRT 组在危机器官低剂量区域中

体现出更好的优越性。 

 
 
PL-005 

Tomodose 在检测螺旋断层放射治疗加速器射线束 profile 方面

的应用研究 

 
肖斌 岳麒 张莉 杨秀美 王志伟 谷丹 解李斯琪 段继梅 张勇 李荣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比较分析 Tomodose 和水箱在验收螺旋断层放射治疗加速器（Tomotherapy）射线束 profile

方面检测结果，以期能够采用 Tomodose 方便易行地对 Tomotherapy 进行射线束 profile 的稳定性

进行监测，并探索一种能方便监测射线束 profile 的方法。 

方法 采用 Tomodose 和等效水模体模拟水箱对 Tomotherapy 做年检的过程，分别在射野宽度为

10mm、25mm、50mm 的状态下，在水下深度 d=15mm、50mm、100mm、150mm 和 200mm

处测量 X 方向和 Y 方向的射线束 profile。采用 Gamma 分析（2%/1mm）方法评估 Tomodose 和

水箱所测得的 Profile 数据。 

结果 在 X 方向上，水下深度 d=15mm 时 Field width 取任何值，均有 γ<1；d 取其他值时，主射野

区域（离轴距小于 200mm 的区域）内均有 γ<1，射野外区域（离轴距大于 200mm 的区域）γ 较

大，出现 γ＞1 的情况。在 Y 方向上，三个射野宽度下所有的 Profile 对比结果均显示 γ 值在射野外

区域较大，但所有情况下均有 γ<1。 

结论 Tomodose 数据在 Y 方向上全部通过 Gamma 分析，在半影区 γ 较大；在 X 方向上则主要在

主射野区域通过 Gamma 分析，在射野外区域 γ 较大，部分深度 γ>1。Tomodose 在射野外区域与

电离室数据吻合性差，在主射野区域与电离室吻合性较好。Tomodose 不能代替水箱对

Tomotherapy 进行验收测试及年检，但可以作为一种监测射线束 profile 的方法，辅助水箱进行方

便易行的监测和预测 Tomotherapy 射线束 profile 的稳定性。 

 
 
PL-006 

Tomotherapy 机器参数调整对射线质及 Profile 的影响 

 
肖斌 岳麒 张莉 王志伟 杨秀美 谷丹 解李思琪 段继梅 张勇 李荣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研究 Tomotherapy 机器参数电子枪电流（IC，Injector Current）、电子枪电压（IV，Injector 

Voltage）和磁控管脉冲（PFN，Pluse Forming Network）的改变对射线质及射野横截面剂量分布

（Profile）的影响规律，以提高对剂量稳定性的质控。 

方法 改变 IC 、IV 和 PFN 的值，采用电离室和 Tomodose 分别测出各情况下的射线质

（D20/D10）和 Profile，对射线质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对 Profile 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对于射线质：IV 和 PFN 与射线质无相关性，P 值分别为 0.357、0.092；IC 与射线质有强相

关性，P=0.007、R2= 0.7327，且随 IC 增大能量比降低。对于 X 方向上的 Profile：⑴主射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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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m~200mm 的区域），随 IC 增大 Profile 肩区明显呈规律性上升；IV 从 6.42V~6.54V 时

Profile 无变化，IV=6.60V 时 Profile 肩区上升到最高点，之后 Profile 随 IV 增大而下降；随 PFN 增

大 Profile 肩区明显呈规律性下降。⑵射野外区域（±200mm 以外的区域），IC、 IV 和 PFN 对

Profile 都无影响。对于 Y 方向上的 Profile：⑴主射野区，IC 取 5.40V 和 5.46V 时在离轴距小于

16mm 的区域内 Profile 才可见上升趋势，但整体上 Profile 肩区随 IC 增大而上升；IV 和 PFN 对

Profile 无影响。⑵射野外区域，Profile 随 IV 增大规律性下降，IC 和 PFN 对 Profile 无影响。三个

参数在主射野区域对 Profile 影响显著程度大小依次为 IC、PFN 和 IV；在射野外区域对 Profile 有

影响的只有 IV。 

结论 调节射线质时，应以 IC 值为主，PFN 作为辅助进行微调；调节 Profile 时，主射野区域应以

调节 IC 为主、IV 为辅，射野外区域的调节只涉及到 Y 轴 Profile，应调节 IV。研究结果对射线质和

Profile 的质控具有指导性作用，能减少质控的盲目性，节省时间，加强质控。 

 
 
PL-007 

直肠癌放疗中基于 DVH 预测模型下的不同放疗技术的研究 

 
陆赛全 彭佳元 王佳舟 李凯旋 胡伟刚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治疗中心 200032 

 

目的  评价直肠癌放疗中基于同一 DVH 预测模型（RapidPlan model）下采用两种不同放射治疗技

术的计划比较。验证基于一种放射治疗技术建立的预测模型是否可适用于另一种放射治疗技术的计

划预测。  

方法  随机选择 83 例直肠癌患者的高质量 IMRT 放疗计划及 60 例 VMAT 计划分别运用 RapidPlan 

(Varian Medical System, USA ),建立 IMRT 计划数据库和 VMAT 计划数据库，得到不同的 DVH 预

测模型，命名为 IMRTmodel 和 VMATmodel。随机挑选数据库内的各 10 个 IMRT 计划和 10 个

VMAT 计划进行内外部验证。基于 IMRT model 预测获得 10 个 IMRT 计划

(PIMRT_by_IMRT_model)和 VMRT model 预测得到 10 个 IMRT 计划

(PIMRT_by_VMAT_model)，对这两个预测模型得到的 IMRT 计划进行比较。同时，对 10 个

VMAT 计划也进行类似的比较。  

结果  在内部验证中，与原临床计划相比利用 RapidPlan 系统建立的 IMRT 和 VMAT 模型产生的计

划在靶区上有类似的分布，但在正常危及器官的保护上有更优的剂量保护。相比

PIMRT_by_VMAT_model 而言，PIMRT_by_IMRT_model 显著降低了膀胱剂量，V40 降低了

6.90±3.87%(p<0.001)，V45 降低了 6.63±3.62%(p<0.001)，V50 降低了 4.74±2.26%(p<0.001)，

左右股骨头平均剂量分布降低了 2.84±1.53Gy(p<0.001)和 2.12±1.75Gy(p=0.004) 。但是这两种模

型预测产生的 VMAT 计划，即 PVMAT_by_IMRT_mode 和 PVMAT_by_VMAT_mode，在危及器

官剂量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总结  基于 IMRT 技术建立的模型可作为基于预测 DVH 产生 VMAT 计划的向导。然而 VMAT 技术

建立的模型不适用于预测优化的 IMRT 计划。本研究可提示我们基于一种放疗技术建立的模型不一

定适合预测得到另外一种技术的放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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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08 

整合 DVH 预测与 Auto-planning 技术在直肠癌 VMAT 计划设计的

研究 

 
李凯旋 陈晓慧 汪隽琦 陆赛全 陈元华 胡伟刚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治疗中心 200032 

 

目的  与当前的人工试错方式设计的直肠癌 VMAT (manual-VMAT)相比，测试整合 DVH 预测技术

与 Auto-planning 技术的新型优化技术(hybrid-VMAT)是否能使放射治疗计划质量提高。  

方法  随机选取在我院已接受治疗的 10 例直肠癌患者 VMAT 计划资料。在保持射线能量、弧度范

围、和准直器角度等设置条件不变情况下，运用已经建立的基于 RapidPlan 的 VMAT 计划 DVH 预

测模型获得预测的 DVH，然后结合 Auto-Planning 技术重新优化直肠癌 VMAT 计划。比较两种计

划剂量分布和剂量均匀性指数(HI)与适形指数(CI),不同危及器官(OAR)的平均剂量或感兴趣剂量体

积等。  

结果  在治疗计划质量方面，两种治疗计划均能满足临床剂量要求，hybrid-VMAT 和 manual-

VMAT 的 HI 和 CI 分别为 0.050、0.941 和 0.058、0.890(t=-2.01、5.56，P=0.075、0.000)。对膀

胱和股骨头的保护，与 manual-VMAT 计划相比，hybrid-VMAT 明显优于 manual-VMAT，hybrid-

VMAT 的膀胱 V40和平均剂量分别降低 15.8%和 6.2%(t=-4.44、-3.21，P=0.002、0.011)，左股骨

头 V30和平均剂量分别降低 58.8%和 34.2%(t=-4.00、-6.76，p=0.003、0.000), 右股骨头 V30和平

均剂量分别降低 52.0%和 26.7%(t=-3.55、-6.19，p=0.006、0.000)。  

结论  将 DVH 预测结合 Auto-Planning 技术运用到直肠癌 VMAT (hybrid-VMAT)，其放疗计划的质

量满足临床要求 ，与当前的人工试错方式设计的直肠癌 VMAT (manual-VMAT)相比，hybrid-

VMAT 提供了较好质量的放射治疗计划。 

 
 
PL-009 

EPID 在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技术验收测试中的应用 

 
马阳光

1
 裴运通

1
 麦日珍

2
 胡金炎

1
 刘帅蓬

1
 贾飞

1
 王涛

1
 刘乐乐

1
 郭跃信

1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治疗部 

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装备部 

 

目的 利用 TrueBeam 所配 EPID，结合 Shaper 软件设计测试例，实现 VMAT 技术验收。 

方法 利用 Shaper 及 Eclipse TPS 编辑并利用 EPID 测试以下测试例：TA.机架在 0°、90°、270°时

分别曝光 0.5cm×20cm 的狭缝野；TB.不同剂量率及机架角速度组合时射野平坦度稳定性；TC.静

态及旋转状态下 MLC 到位精度；TD.静态及旋转状态下 MLC 变速控制准确性；TE.加速器同时调

节剂量率及机架旋转速度准确性；TF.临床病例；利用 Matlab 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三个角度测得狭缝叠加后半高宽与零度时半高宽差别为 0.39mm。TB 结果显示射野平坦度差

别小于 0.5%。TC 测试显示 EPID 测得的狭缝中心与 TPS 设定的中心最大偏差为 0.45mm。TD 测

试显示 MLC 位置实测值与 TPS 设定值差别最大为 0.69mm。TE 结果显示各狭缝相互间差别最大

为 0.42mm。临床病例以 3%/3mm 标准评价时，γ 通过率最低为 96.4%。  

结论 利用 EPID 能够准确、便捷的完成 VMAT 技术的验收，此方法为减轻物理师工作负担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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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10 

高剂量率模式光子线应用于右侧乳腺癌大分割放疗的剂量学评估 

 
吴丽丽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515031 

 

目的  非均整模式光子线（Flattening filter free，FFF）是一种新型的高剂量率技术，本研究旨在评

估 FFF 模式光子线应用于早期右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大分割同步推量调强放疗（SIB-IMRT）的可行

性和执行效率。 

 

方法  随机选取 10 例病理分期为 pT1-2NO-1MO右侧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临床资料。分别给予全乳腺

PTV1 和瘤床靶区 PTV2 处方剂量 40Gy 和 48Gy，分 15 次进行计划设计。基于 TureBeam 加速器

系统和 Eclipse V10.0 治疗计划系统分别制作 FFF 模式和 FF 模式 6MV-X 线两组 SIB-IMRT 计划，

并应用基底补偿方法进一步提高调强计划的靶区剂量均匀性，最后比较 FFF 模式和 FF 模式的两组

计划 PTV1 和 PTV2 的 D2%、D50%、D90%、D95%、D98%、适形度指数 CI、均匀指数 HI，以及患者

肺、健侧肺、健侧乳腺、皮肤、躯体的受照剂量和计划的机器跳数（Monitor unit，MU）和照射时

间。应用三维矩阵验证工具 Delta4 对所有计划进行验证。 

 

结果  两种计划靶区的覆盖率、HI 和 CI 的差异幅度小于 1%。FFF 计划 PTV1 的 D98%高于 FF 计划

(t=-2.297，P<0.05)；PTV2 的 D90%低于 FF 计划(t=2.479，P=0.019)；PTV2 的 CI 稍劣于 FF 计划

(t=5.343，P<0.001)。FFF 计划患侧肺的 V4Gy和 V16Gy，健侧乳腺的 Dmean和 D5%，以及正常组织

NT 的 Dmean、V5Gy、V10Gy和 V20Gy (t=2.318～11.535，P<0.05)均低于 FF 计划；NT 的 V40Gy(t=-

2.967，P=0.016)和皮肤 Dmean (t=-6.102，P<0.001)高于 FF 计划。FFF 计划的 MU 值高于 FFF 计

划，分别为 1106±208 和 1417±230 (t=-8.220，P<0.001)；照射时间比 FF 计划减少 30% 

(t=11.788，P<0.001) 。FFF 计划和 FF 计划的 Delta4 验证工具 3mm/3%标准的 gamma 值分别是

99.47%±1.54%和 97.98%±5.97%。 

结论  两种模式均能满足临床要求，FFF 模式高剂量率光子线更有利于保护危及器官，显著缩短照

射时间，提高患者依从性，并一步节省医疗资源。 

 
 
PL-011 

环形施源器重建偏差对宫颈癌患者剂量影响分析 

 
王先良 王培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研究在三维后装和传统后装中环形施源器（Nucletron #090.617）重建偏差对宫颈癌患者后

装受照剂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已完成治疗的根治性宫颈癌患者 20 例，在计划系统中模拟宫腔施源器，环形施源器和两

者同时发生重建偏差时的剂量分布，重建偏差的方向分为施源器顶端方向（+）和施源器连接方向

（-），重建偏差模拟±1mm，±2mm，±3mm 六种。三维后装计划统计 CTV 的 D100，D90 和

D50，危及器官（膀胱，直肠，小肠）的 D0.1cc，D1cc 和 D2cc，传统后装计划统计危及器官的

D0.1cc，D1cc 和 D2cc，分析施源器重建偏差对三维后装和传统后装剂量的影响。 

结果  宫腔施源器重建偏差对剂量的影响高于环形施源器。对于 CTV 评价参数，由施源器重建偏差

导致的剂量偏差随统计体积的增大而增大。对于危及器官评价参数，由施源器重建偏差导致的剂量

偏差随统计体积的增大而减小。小肠剂量受施源器重建偏差的影响最大。当环形施源器，宫腔施源

器，二者同时发生 3mm 重建偏差时，对 CTV D100 的影响分别为 2.35±1.81，3.28±2.90，

3.66±2.70，对小肠 D0.1cc 的影响分别为 1.32±2.64, 4.18±5.10, 5.19±5.08。施源器重建偏差对传

统后装的剂量影响明显低于三维后装，在 3mm 范围内，环形施源器重建偏差对危及器官的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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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剂量偏差均值都小于 1%，环形施源器和宫腔施源器同时发生 3mm 重建偏差时，对危及器

官的影响不超过 3%。 

结论  3D 后装中施源器重建偏差会对剂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为提高后装放疗的精确性，需要对施源

器重建过程进行全面的质量控制。 

 
 
PL-012 

驻留点权重标准差与施源器位置不确定性对宫颈癌患者剂量影响

分析 

 
王先良 王培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研究 CT 引导的三维后装中驻留点权重标准差与施源器位置不确定性对宫颈癌患者受照剂量

的影响。 

方法  选取已完成治疗的根治性宫颈癌患者 20 例，患者的治疗都使用了 Fletcher 施源器

（Nucletron #189.730），记录原计划中驻留点权重并计算其标准差，20 例患者被平均分为两组，

即 LDWSD 组（0.21-0.25）和 HDWSD 组（0.25-0.36），利用 Oncentra Brachy V4.3 计划系统模

拟 Fletcher 施源器中宫腔施源器，球形施源器和两者同时发生 1mm 位移时的剂量分布。统计 CTV

的 D100，D90 和 V150，危及器官（膀胱，直肠，小肠）的 D0.1cc，D1cc 和 D2cc，分析驻留点

权重标准差与施源器位移对三维后装剂量的影响。 

结果  驻留点权重变化越大，由施源器位置不确定性产生的剂量偏差就越大。当宫腔管施源器偏差

1mm，球形施源器偏差 1mm，宫腔施源器和球形施源器同时偏差 1mm 时，对于 CTV，HDWSD

组的三个参数（D100，D90，V150）比 LDWSD 组分别高（2.63%，31.87%，3.82%），

（10.18%，3.79%，0.38%）和（7.69%，17.53%，28.40%）；对于膀胱 HDWSD 组的三个参数

（D0.1cc，D1cc，D2cc）比 LDWSD 组分别高（79.22%，73.61%，63.38%），（39.78%，

31.71%，22.22%）和（14.44%，36.67%，36.00%）；对于直肠 HDWSD 组的三个参数

（D0.1cc，D1cc，D2cc）比 LDWSD 组分别高（8.70%，12.20%，13.75%），（7.72%，

10.07%，12.50%）和（10.80%，10.94%，10.56%）；驻留点权重与施源器重建偏差对小肠剂量

的影响没有明显的规律。 

结论  宫颈癌三维后装计划的评估应考虑驻留点权重这一因素，减小驻留点权重标准差可以在减小

由施源器位置不确定导致的剂量偏差。 

 
 
PL-013 

非小细胞肺癌 SBRT 治疗过程中的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 

 
刘晓超

1,2
 韩良辅

1
 耿会生

1
 

1.长安医院 

2.美国 Fox Chase 西安癌症中心 

 

目的  建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SBRT 治疗的完善的质量控制和管理体系。 

方法  对我院 2014 年 1 月-2016 年 4 月期间通过 MDT 多学科诊断确诊的 30 例病灶小于 5cm 的左

侧肺癌，使用 SBRT 治疗的患者进行分析。其中 19 例男性 11 例女性，最大年龄 81 岁，最小年龄

49 岁，中位年龄 64.4 岁。患者采用负压真空袋固定，使用 GE 公司的大孔径 CT590 RT 扫描系统

进行模拟定位，大孔径 CT 严格按照 AAMP TG66 号报告进行质控，定位扫描前先对患者进行呼吸

训练，然后对患者采用呼吸控制法加腹带，以确定病灶的最大移动范围，放疗医师依据 ICRU50 和

ICRU62 号指南在医科达 Oncentra4.3 治疗计划系统上进行靶区勾画。按照处方量 7.5GY*8F 的分

割方式进行治疗计划。通过治疗计划的优化使 PTV 的处方剂量的包绕均达到 95%以上，计划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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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PM TG101 对靶区和危机器官进行评价。肺体积受量左肺 V5，V10，V20，V30 分别是

35.5,30.6,19.6,11.6,右肺 V5,V10,V20,V30 分别是 22.28,,2.91,0.53,0.03，双肺 V5,V10,V20,V30

分别是 28.9,16.7,10,5.6,最大限度的降低了了健侧肺的受照剂量。患者心脏平均剂量控制在

1000cGy 以内，脊髓剂量除三例患者病灶靠近脊髓导致剂量超过 3000cGy 外，其余患者脊髓最大

受照剂量均小于 3000cGy。治疗计划完成后使用 Siemens Oncor5691 直线加速器进行治疗，直线

加速器严格按照 AAPM TG142 号报告的质量控制要求进行控制。患者治疗前每隔一次使用 MV 

Cone Beam CT 进行治疗摆位验证，将摆位误差控制在 3mm 以内，患者 CBCT 摆位误差结果 X 左

右方向 1.2mm±0.6mm;Y 头脚方向 1.6mm±0.8mm;Z 腹背方向 1.3mm±0.8mm;  

结果  通过严格的质量管理，减少了患者治疗过程中的误差，危及器官均在限定范围内，摆位误差

小于等于 3mm。 

结论  对于肺癌患者通过严格的质量管理，MDT 多学科的病情讨论，掌握好肺癌患者 SBRT 的适应

症，并通过结合多种诊断方法，确定患者病灶的精确位置，依据严格的计划评估体系，保证患者病

灶的受照剂量，减少正常器官的受量，使用图像引导功能减少患者治疗摆位中的误差。严格执行肺

癌 SBRT 治疗过程中的质量管理，可以提高肺癌 SBRT 的治疗精准度。 

 
 
PL-014 

Siemens 直线加速器 EPID 等中心精度分析 

 
刘晓超 

长安医院 710018 

 

目的  通过测量 Siemens 直线加速器自带 MV 级 EPID 的等中心与加速器机械等中心的一致性。 

方法  使用 Siemens Oncor 直线加速器自带的电子射野影像系统 EPID（electronic portal imaging 

device），Lap Laser 激光灯检测模体及 2mm 直径的 mark 铅点，对我院 Siemens Oncor 直线加

速器 EPID 等中心精度测量。首先依据 AAPM TG142 使用 Star shot 确定直线加速器的中心精度小

于 1mm，然后使用带 mark 铅点的 Lap laser 激光检测模体，随机摆位 10 次一次使用 EPID 每间隔

20 度拍摄 1 幅 Portimage 图像，共计十组，然后分析 180 组数据的平均误差值。 

结果  通过 180 组不同角度 EPID 等中心与机械等中心一致性的测量,由于某些角度受到机械重力的

影响，中心精度偏差为 1.5±0.5mm 

结论  随着精准放疗的提出，对放疗的精准度有了较高的要求，为确保治疗的准确性，图像引导精

度的准确性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测量 Siemens 直线加速器自带 EPID 机械等中心与设备等中心精

度误差≤2mm.为临床图像引导治疗提供参考数据。 

 
 
PL-015 

儿童 X 射线摄影所致受检者辐射剂量研究 

 
刘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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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放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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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儿童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时期，对电离辐射较成年人敏感。本研究拟结合基于数字化儿童体素

模型的模拟计算和实验验证研究，旨在为开展更加快速、准确地估算 X 射线诊断所致儿童受检者的

组织/器官的吸收剂量提供方法。 

方法  对儿童仿真人模体进行 CT 断层扫描获取图像，利用三维建模软件进行边界勾画，构建得到

10 岁年龄段儿童的数字化体素模型。模拟胸部后前位和腹部前后位两种 X 射线摄影的常规条件，

构建 X 射线源项和照射空间几何，利用蒙特卡罗方法，计算上述两类摄影所致儿童受检者的入射体

表剂量和器官/组织剂量，建立它们之间的剂量转换系数（D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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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ion Coefficients，DCCs），并与蒙特卡罗计算得出的成人 DCCs 值进行比较。为验证上

述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利用上述儿童仿真人模体与热释光剂量计（TLD）在医用 X 射线摄影现场开

展入射体表剂量和器官/组织剂量的实验测量。 

结果  本研究构建得到 10 岁数字化儿童体素模型，并且模拟计算结果表明：1) 在相同的摄影条件

下，射野内的器官对应的剂量转换系数儿童明显大于成人，如胸部后前位的 10 岁儿童受检者肺的

DCC 值为成人的 146%；腹部前后摄影，10 岁儿童受检者较成人的大 256%；2)靠近入射野浅表

器官的转换系数均明显大于射野内深部深度或被其他器官遮挡的器官的转换系数，对于腹部 AP 位

摄影，显示出距离照射中心越远、屏蔽越多的器官 DCCs 值越小；3)对于腹部前后位 10 岁儿童受

检者的肝剂量转换系数要比肺的大 11.7 倍，射野内组织器官的剂量转换系数要明显大于射野外和

射野边界处的剂量转换系数。10 岁儿童受检者射野内器官的剂量转换系数的模拟结果与实验测量

相对偏差在±13%以内，实验测量结果与蒙卡模拟计算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 10 岁数字化儿童体素模型体格参数与物理模型一致，可应用于辐射防护剂量学

评价相关的模拟计算研究。在相同的摄影条件下，儿童受检者剂量转换系数与成人受检者相比差异

较大，沿用成人的数据会低估儿童的器官剂量，因此很有必要专门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受检者开

展相应的剂量转换系数研究。 

 
 
PL-016 

模拟摆位对鼻咽癌调强放疗首次摆位影响的研究 

 
游雁 

广西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543002 

 

目的  观察模拟摆位对鼻咽癌调强放疗首次摆位误差的影响。 

方法  将 100 例鼻咽癌调强治疗患者随机分为常规组（50 例）与训练组（50 例），训练组在治疗

前一天进行一次模拟摆位，常规组按常规过程治疗摆位，在图像采集条件和方法，图像匹配区域，

图像重建模式相同的条件下，利用 EPID 在首次治疗摆位时给患者拍摄正侧位验证片，两组数据进

行比较，观察两种方法对首次摆位误差的影响。 

结果  机架角度 O°时，常规组的首次摆位误差结果在 X、Y、Z 方向上分别为(-0.05±0.09)cm、

(0.02±0.17)cm 和(0.02±0.16)cm，旋转角度 Rtn 为（0.25±0.75）°；训练组在 X、Y、Z 方向上分

别为(-0.04±0.09)cm、(-0.01±0.12)cm 和(0.04±0.15)cm，旋转角度 Rtn 为（-0.01±0.22）°。机架

角度 270°时，常规组的首次摆位误差结果在 X、Y、Z 方向上分别为(-0.05±0.09)cm、

(0.05±0.12)cm 和(0.02±0.16)cm；训练组在 X、Y、Z 方向上分别为(-0.04±0.09)cm、(-

0.01±0.11)cm 和(0.04±0.15)cm。对两种方法的摆位误差数据分别进行比较，独立 t 检验结果显示

在 X、Y、Z 方向上 P 均大于 0．05，无统计学意义，在旋转角度上 P=0.026，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鼻咽癌治疗前行模拟摆位训练可以减少旋转角度误差，提高首次摆位治疗精度。 

 
 
PL-017 

CBCT 引导在食管癌调强放疗的临床应用 

 
陈军 王鹤潼 徐丹 陈宏超 王晓东 郭雪飞 顾晓贤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放疗科 110044 

 

目的 调强放射治疗已经成为食管癌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而放疗过程中摆位误差、呼吸运动以及

食管本身的蠕动可构成靶区偏离，影响放疗准确性。本研究利用锥体束 CT（CBCT）施行动态三

维图像进行引导来减少上述缺点带来的误差，为勾画食管癌计划靶区（PTV），以及不同位置食管

癌的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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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自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我院放疗的 31 例有明确病理的食管癌患者，其中颈段

及胸上段食管癌 9 例，胸中段 16 例，胸下段为 6 例。放疗过程：体位固定及定位 CT 扫描后勾画

靶区并制作放疗计划；采用 Varian.iX(美国瓦里安公司)直线加速器进行治疗，利用 CBCT 对 31 例

食管癌患者精确放疗前进行扫描；治疗前 3 次每天扫描一次，后每周行两次扫描，并与治疗计划

CT 进行融合，获得头脚（SI）、左右（LR）、前后（AP）方向上的摆位误差，进行自动校正后开

始对患者治疗。利用 SPSS 1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算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计算，根据文

献临床靶区(CTV)到计划靶区(PTV)外放公式：（Mptv=2.5∑总+0.7ζ 总）分别算出三个方向外扩

值。 

结果 31 例患者共获得 402 次扫描，CBCT 图像引导下在 SI、LR、AP 三个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分别

为（5.1±0.34）、（3.2±0.26）、（2.6±0.27），由 CTV-PTV 的外放距离 MPTV 为头脚 7.4 

mm、左右 5.7 mm、前后 5.1mm；将颈段及胸上段分为 A 组，胸中段及胸下段分为 B 组，在 SI、

LR、AP 三个方向上 A 组明显比 B 组摆位误差小,统计学有差异（P<0.05）。A 组的 MPTV 分别为

5.4 mm、4.0 mm、3.7 mm，B 组 MPTV 分别为 9.2 mm、7.3 mm、6.8 mm。 

结论 我们发现头脚方向的摆位误差明显大于左右及前后方向；颈部及胸上段食管癌较胸中段及胸

下段食管癌的摆位误差明显减小，计划靶区 PTV 的外放范围也减少。通过 CBCT 系统对摆位误差

进行在线校正，保证了放疗的准确性，并且为 IMRT 的更高精确度控制提供依据，利用 CBCT 的摆

位误差可以估算 PTV 外放范围，并为不同位置食管癌患者的个体化 PTV 外放范围提供治疗依据。 

 
 
PL-018 

电子射野影像系统采集患者透射剂量的临床应用 

 
张坤 吴湘阳 常晓斌 冯涛 屈喜梅 赵强 

陕西省肿瘤医院 710061 

 

目的 电子射野影像系统（EPID）已经被证明具有良好的剂量学稳定性，可以用于剂量的采集和评

估，使用 EPID 采集患者透射剂量，分析整个疗程随着时间推移剂量学差异的趋势，并对重复性进

行误差分析。 

方法 使用 Varian Turebeam 加速器，配有 HD 120MLC 及非晶硅 EPID。随机选取病人：5 例头颈

部患者；5 例胸段患者；10 例盆腔患者。均采用热塑体膜固定，采用仰卧位。EPID 对应 SID 位置

为 140 cm，在患者治疗过程中通过 EPID 采集透射剂量，第一次治疗使用 CBCT 进行位置校准，

并以此次采集的透射剂量为基准，进行重复性分析，以 γ 通过率（3%，3mm）为标准分析。希望

通过回顾性分析确认不同部位通过透射剂量进行误差分析的意义，并观察剂量学差异的趋势。 

结论 头颈组患者：平均 γ 通过率 98.6% ；透射剂量通过率变化相对稳定，通过率较高，主要与摆

位误差较小、外轮廓变化不明显有关。胸段组患者：平均 γ 通过率 95.3% 。患者透射剂量通过率

不稳定，在整个疗程中变化幅度较大，主要与患者呼吸运动有关，建议配合呼吸门控进行治疗，通

过率有明显的提高；盆腔组患者：平均 γ 通过率 97.6% ；盆腔段的患者在治疗后期变化较大，主

要与病人体形变化相关。患者透射剂量的变化还还受很多因素影响，如：患者摆位误差、随时间推

移解剖学上内部器官相对位置的变化，还有加速器及 EPID 的不稳定等等。在临床工作中一旦出现

γ 通过率连续较低的情况，必须排除问题后再进行治疗。通过采集透射剂量进行质控的方式几乎适

用于所有的治疗模式，而且采集工作在治疗的最末端，包括了几乎所有可能发生的错误，可以用于

临床筛查可能出现的问题，对于临床质控工作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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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19 

自动、逆向三维适形计划与调强计划的剂量学比较 

 
廖雄飞 李厨容 李宁山 黎杰 陈亚正 袁柯 王培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比较逆向三维适形、自动三维适形和调强放射治疗三种计划的剂量学差异。 

方法  分别选取单一靶区的肺癌 10 例和颅内肿瘤 10 例，经网络传输至 RayStation（4.5）计划系

统，分别采用自动三维适形（automatic3D-CRT，A3D-CRT）、逆向三维适形（inverse 3D-

CRT，I3D-CRT）和逆向调强（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三种方法对 20 例病例

进行治疗计划设计，三种计划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体积限制条件一致，射野数相同，比较三组计

划的等剂量分布、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参数。 

结果  肺癌病例中，IMRT 计划的 D98、D50、D02、CI 和 HI 均优于 I3D-CRT 和 A3D-CRT 计划，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3D-CRT 计划的 CI 优于 I3D-CRT 计划（P<0.05），三组计划中

心脏、脊髓、肺的受量均无显著差异（P>0.05）；颅内肿瘤病例中，IMRT 和 A3D-CRT 计划的 CI

优于 I3D-CRT 计划（P<0.05），其他靶区参数无显著差异（P>0.05），三组计划全脑受量无显著

差异（P>0.05）。 

结论  在单一靶区的肺癌和颅内肿瘤病例中，与 3D-CRT 技术对比，A3D-CRT 技术可以提高靶区

适形指数（CI）；与 IMRT 技术对比，对危及器官的保护无明显的剂量学差异，考虑到 CRT 的简

便性和低成本，A3D-CRT 技术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放疗技术进行推广。 

 
 
PL-020 

基于经验建立的预测模型在宫颈癌调强放疗中应用的评估 

 
陈晓慧 汪隽琪 胡伟刚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评估 PapidPlan 应用于宫颈癌调强放疗计划的表现。 

方法 本次研究共包括 70 例在本院完成治疗的宫颈癌调强计划。包含 45Gy/25 次和 50.4Gy/28 次

两种常用剂量处方。选择其中 50 例作为训练组用于训练预测模型。完成预测模型的训练后，使用

10 例训练组内病例（组内验证组）和 20 例新病例（组外验证组）验证模型的预测能力。所有用于

模型验证的计划使用与原计划相同的射野进行重新优化，在优化过程中使用模型预测所得的目标函

数和权重，其中对模型预测给出的权重在必要时进行手动调节以保证重新优化得到的 DVH 最终落

在模型预测的范围内。RapidPlan 产生的计划与原计划进行 DVH 比较。 

结果 在两组验证计划中，RapidPlan 产生的计划与原计划相比较具有相似或更优的结果。使用

RapidPlan 在两组验证计划中均得到了更好的 D98%和均匀性指数。在组内验证中，重新优化所得

计划与原计划相比显示了更好的适形性指数和 D2%，但在组外验证中两者的适形性指数和 D2%并

没有显著差异。对于危及器官，RapidPlan 的加入明显降低了膀胱的平均剂量，达 1.25Gy/1.13Gy

（组内/组外；p=0.12/p<0.01），同时直肠和小肠的平均剂量也分别降低了 2.64Gy/0.83Gy（组内/

组外; p<0.01/ p<0.01）和 0.66Gy/1.05Gy（组内/组外; p=0.04/<0.01.）。 

结论 在本次实验中，使用临床病例建立的 RapidPlan 宫颈癌模型表现出了它系统性地提高 IMRT

计划质量的能力。这显示了 RapidPlan 在改进调强计划优化流程上的潜力，它能够更有效率地产生

有质量保证的调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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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21 

治疗计划系统中均匀和非均匀治疗床模型的构建比较 

 
张若辉 白文文 李润霄 刘丹 迟子锋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碳纤维治疗床由于坚固轻便且对射线衰减少而被广泛用于患者放疗，采用 IMRT 技术增加了

照射野数目，故增加了治疗床对剂量吸收，尤其是 VMAT 技术治疗床对剂量吸收作用显得更加明

显。通过比较单一均匀治疗床模型 A （采用均分析比较哪种治疗床模型可以更好量化治疗床在不同

入射角度对放疗剂量的影响，进而提高放疗精度。 

方法 将模体放置在治疗床中间，电离室放置在模体等中心，在 10x10 cm2 野下采用 6 MV 光子线

机架从 180°到 122.8°每间隔 10°测量其衰减系数。以实际测量衰减值为参考值，在 Monaco 治疗

计划系统中通过调整相对电子密度值确定治疗床模型值。在 Monaco 计划系统中我们分别采用推荐

的最小计算体积元计算网格（2mm）和最大体积元计算网格大小（5mm）分别进行计算，优化时

最小方差要求小于等于 0.5 %, 去验证治疗床模型在不同计算网格时计算的精度。在 Monaco 计划

系统模拟的治疗床模型的通过加速器实际测量值与 Monaco 治疗计划系统不一致指数(ε)进行评估

治疗床模型构建的精确性。 

结果 在机架角为 140°时，不引入治疗床模型时计算和测量的最大剂量不一致指数最大，当采用计

算网格为 2mm 和 5mm 时分别可达 3.95% 和 4.01%。优化时考虑治疗床模型，模型 A 和模型 B 采

用 2 mm 和 5mm 计算网格进行计算时，测量和计算平均绝对剂量差由不包含治疗床模型的

（2.8%、2.87%），分别可 降低至(0.61%、 0.84%、0.71%、0.92%)。 

结论 在 Monaco 计划系统进行不同计算网格进行剂量优化时，引入均匀电子密度治疗床模型可以

很好的量化治疗床对放疗剂量的影响，对于不同机架角度不同计算网格下在 MonacoTPS 计算值和

测量值有更好的一致性，可以精确的构建治疗床对剂量的衰减在计划设计时应采用以保证每位病人

得到最佳的治疗计划。 

 
 
PL-022 

CT 引导下局部晚期宫颈癌组织间插植近距离治疗与传统腔内近

距离治疗的剂量学比较 

 
王铁君 刘忠山 郭杰 林霞 王红勇 李云峰 路双臣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目的  比较 CT 引导下局部晚期宫颈癌组织间插植近距离治疗与传统腔内近距离治疗靶区及危及器

官的剂量学特点，为临床上提供一种合适的治疗模式。 

材料和方法 选则 2012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就诊于我科经病理组织学明确诊断的局部晚期

宫颈癌患者 76 例。其中 2014 年 10 月前的 39 患者接受了传统的腔内近距离治疗（宫腔管+卵圆体

对）；2014 年 10 月后的 37 例患者接受了 CT 引导下的组织间插植近距离治疗（宫腔管+自由金属

针）。所有患者均给予体外调强/适形放射治疗（PTV 剂量为 45~50.4Gy/25~28 次），同步

40mg/m2 剂量的顺铂每周化疗增敏及 6Gy×5 次的高剂量率三维腔内近距离治疗。本研究所纳入的

病例均为经过体外照射后肿瘤直径仍大于 5 厘米或宫旁组织受累严重者。对于腔内近距离治疗，我

们采用的是传统的宫腔管+卵圆体对施源器的方式。对于组织间插植近距离治疗，我们采用了 CT

图像引导下的金属针植入。勾画 HR-CTV、正常组织膀胱、直肠、乙状直肠，采用 IPSA 逆向模拟

退火法进行逆向优化，将外照射与近距离治疗肿瘤区及正常组织受照射剂量等效为 EQD2 并分别相

加，评价 HR-CTV D90、及正常组织膀胱 D2cc，直肠 D2cc，乙状结肠 D2cc 数值。 

结果 平均的 HR-CTV D90 在传统腔内治疗组和组织间近距离治疗组分别为 77.8 ± 5.9 Gy 和 88.7 

± 4.3 Gy；其中在组织间近距离治疗组中 HR-CTV D90≥87Gy 者占该治疗组患者总数的 86.5%，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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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腔内治疗组中 HR-CTV D90≥87Gy 者仅占该治疗组患者总数的 10.3%。正常组织膀胱

D2cc、直肠 D2cc 及乙状结肠 D2cc 在传统腔内治疗组和组织间近距离治疗组分别为 85.7 ± 4.1, 

69.4 ± 4.6, 67.1 ± 4.4 Gy 和 81.6 ± 6.1, 66.5 ± 3.7, 63.8 ±4.0 Gy。在组织间近距离治疗组中，平

均每次治疗的金属针使用数为 6.1 ± 1.8，平均的进针深度为 2.9 ± 1.0。组织间插植仅引起很小的

临床并发症。 

结论 对于体外放射治疗后肿瘤消退不佳，局部肿物仍超过 5 厘米、严重宫旁受累的局部晚期宫颈

癌患者，CT 引导下的组织间近距离治疗或许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临床治疗模式。然而，长期

的治疗效果应该进一步观察。 

 
 
PL-023 

2010 例调强放疗患者计划剂量验证结果分析 

 
杨瑞杰 张喜乐 刘路 王俊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分析 2010 例调强放疗计划剂量验证结果。 

方法 分析我院 2012 年 2 月-2016 年 2 月瓦里安公司 Trilogy 加速器治疗的 2010 例计划的剂量验证

结果，其中 IMRT 计划 965 例，VMAT 计划 1045 例。治疗病变包括脑转移癌、鼻咽癌、喉癌、乳

腺癌、肺癌、食管癌、直肠癌、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前列腺癌、椎体肿瘤等。计划设计使用

Eclipse 计划系统，剂量验证采用 MatriXX 及 Multicube 模体。分析计划和测量等中心点剂量差

异，3%/3 mm 标准平面剂量分布的伽玛通过率。等中心点剂量差异小于±3%定为通过，平面剂量

分布伽玛通过率大于 90%定为通过。分析病变部位、治疗技术（IMRT 和 VMAT）对计划验证通过

率的影响。 

结果  2010 例计划等中心点剂量平均差异为?0.3% ± 2.4%，伽玛通过率为 97.9%±3.4%。88.2%和

96.7%的计划能够通过点剂量验证和平面剂量验证标准。不同疾病部位计划验证伽玛通过率不同

（F=3.09, p=0.00），食管癌、直肠癌、肺癌伽玛通过率高于子宫内膜癌、鼻咽癌和喉癌。不同疾

病计划点剂量通过率（卡方=40.93，p=0.00）和面剂量验证通过率不同（卡方=39.15，

p=0.00）。IMRT 和 VMAT 计划验证点剂量通过率（卡方=2.21，p=0.15）和面剂量验证通过率均

无差异（卡方=2.45，p=0.14）。 

结论 大部分调强放疗计划能够通过计划验证，不同疾病部位计划验证通过率不同，IMRT 和 VMAT

计划验证通过率无差异。 

 
 
PL-024 

Dosimetric characterization of GMS BT-125-1 125I 

Radioactive Seed with Monte Carlo simulations and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杨瑞杰 赵楠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Purpose To characterize the dosimetric parameters of the new GMS BT-125-1 
125

I seed using 
MC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Methods Dosimetric parameters of GMS BT-125-1 

125
I seed were calculated using MC simulation, 

and measured with TLDs.  
Results The dose rate constant of GMS BT-125-1 

125
I seed was 0.959 , with the difference of 

0.94%, 0.83% and 0.73% compared with the PharmaSeed BT-125-1, BT-125-2 and 6711 
125

I 
seed, respectively. For radial dose func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MS BT-125-1 and BT-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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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I seed were typically less than 2.0%. For anisotropy func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MS BT-

125-1 and BT-125-2 
125

I seed was typically <10%. 
Conclusions  The dose rate constant of GMS BT-125-1 

125
I seed is similar to that of 

PharmaSeed BT-125-1, BT-125-2  and 6711 
125

I seed. For radial dose functions and anisotropy 
functions, GMS BT-125-1 

125
I seed is similar with PharmaSeed BT-125-2, but different from 

PharmaSeed BT-125-1 and 6711 
125

I seed. 
 
 
PL-025 

Dosimetric and radiobiological comparison of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high-dose-rate brachytherapy and 

low-dose-rate permanent seeds implant for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 
 

杨瑞杰 赵楠 廖安燕 王皓 曲昂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dosimetric and radiobiological differences among VMAT, HDR, and 
LDR brachytherapy for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  
Methods and Materials  Ten patients with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 were selected for this study. 
VMAT, HDR brachytherapy and LDR brachytherapy plans were created for each patient. Physical 
dose were converted to EQD2 for comparison of three techniques. 
Results  HDR and LDR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dose to rectum and bladder compared with 
VMAT. For the femoral heads and normal tissue, the mean doses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both HDR and LDR compared with VMAT. For the urethra, the mean dose was 80.26 Gy, 
70.23 Gy and 104.91 Gy in VMAT, HDR and LDR brachytherapy,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For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 both HDR and LDR brachytherapy were clearly 
superior in the sparing of rectum, bladder, femoral heads and normal tissue compared with VMAT. 
HDR provided the advantage in sparing of urethra compared with VMAT and LDR. 
 
 
PL-026 

束流调强放射治疗技术发展的现状浅析 

 
段云龙 孟万斌 祁英 孙洁仁 

甘肃省武威医学科学研究院放疗科 733000 

 

目的  归纳总结调强放疗技术的发展现状。 

方法  束流调强放射治疗是指在射野范围内对射束强度进行调整的一种放射治疗方法。 

结果  调强技术发展从利用金属补偿器开始对射线强度调节发展到利用独立准直器、多叶准直器

（MLC），到现在广泛应用的容积旋转调强、螺旋断层调强、图像引导调强和点扫描调强的技术。 

结论  调强放疗技术的不断发展旨在更加精准的确定治疗靶区，形成更加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Objectiv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technology is 
summarized.  
Methods Beam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s a method to adjust the intensity of 
beam in the field of radiation area.  
Results  Intensity modulat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rom the use of metal compensator began 
to ray intensity regulation development to use independent collimator, multi leaf collimator(MLC), 
is now widely used to Volume intensity modulated arc therapy, helical tomotherapy, guided 
imagery and IMRT spot scanning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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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y of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s to define the target area more precisely and to form a more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plan. 
 
 
PL-027 

全脑调强放疗和三维适型放疗的计量学研究 

 
王鹤潼 陈军 郭雪飞 王晓东 顾小贤 徐丹 陈宏超 

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110044 

 

目的  脑转移瘤多来源于肺癌、乳腺癌、肾癌等，其生存期低并且可以严重影响病人生存质量。放

射治疗已经成为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可以提高局控率、中位生存期及生活质量。本研究比较脑

转移瘤全脑调强放疗和适型放疗的计量学和临床症状的比较，为临床上选择最佳放疗方式提供依

据。 

方法  随机选自沈阳市第十人民医院 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4 月经病理学和影像学诊断为脑转移

瘤并且行全脑放疗的患者 21 例。其中适型放疗 8 例，调强放疗 13 例。定位 CT 后勾画靶区

CTV、PTV 及危及器官（皮肤、眼球、晶状体、视神经、脑干、内耳）其中调强计划照射野为 7

个，适型照射野为两野对穿。应用瓦里安直线加速器 6MV X 射线进行治疗，处方剂量均给予

30Gy/10f。计划评估各计划的剂量体积分布直方图（DVH），评价适形度指数（CI）和均匀度指数

（HI）其中 D2%、D98%分别为 2%、98%PTV 所受的照射剂量。评价危及器官的最大剂量 Dmax

和平均剂量 Dmean。放疗结束后评估临床症状及区别。采用 SPSS13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各项数

据用均数±标准差表示。 

结果  调强放疗 CI 优于适型放疗，分别为 0.89±0.01、0.82±0.04，差异有计学意义（P＜0.05）；

HI 则劣于适型放疗分别为 0.83±0.02、0.91±0.03，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调强放疗与适

型放疗各个危及器官的 DVH 图评价，IMRT 较 3D-CRT 在脑干、内耳、腮腺 Dmax 和 Dmean 均降

低，统计学有差异（P<0.05）,而在左右眼球，左右晶状体 Dmax 和 Dmean 均升高，统计学有差

异（P<0.05）；在左右视神经和视交叉上 IMRT 较 3D-CRT 升高，但统计学无差异；放疗结束后

出现耳内疼痛伴耳内流脓症状的患者数 IMRT 为 0 例，3D-CRT 为 3 例，两个计划中均无眼部不适

及视力下降等症状。 

结论  IMRT 通过调整束流强度和子野多叶光栅形状提高适型度，可以更好的降低正常组织剂量，

保护危机器官，但也降低了均匀度。IMRT 由于照射野不可避免的经过眼球，导致其剂量劣于 3D-

CRT。IMRT 可以避免平行对穿照射,减少了照射野路径上的正常组织受量,使内耳流脓的症状大大

降低。未来全脑靶区可能需要保护更多的特殊部位，IMRT 技术将会在临床上有更广泛的应用。 

 
 
PL-028 

调强放疗不同剂量验证技术差异性分析 

 
郭跃信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对瓦里安 Portal dosimetry 剂量验证模型进行分析并对验证结果与 Matrixx 进行比对，以建立

利用 EPID 进行剂量验证的信心。 

方法 瓦里安 Truebeam 加速器，配置有 120 片 MLC 和  非晶硅  EPID 系统(Varian Portal Vision 

aS1000)，软件为内置于 Eclispe TPS(Versopn 10.0)的 Portal dose prediction (PDP)。IBA 公司

Matrixx 电离室矩阵及其分析软件（OmniPro IMRT v1.6）。对 EPID 算法（  Portal Dose image 

prediction ,PIDP）进行配置，对 EPID 进行剂量校准和验证前测试。EPID 验证方法：所有病人

dIMRT 计划设计采用 sliding-window 技术和 AAA 算法，病种涉及头颈部（主要是鼻咽癌）、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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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腹部、盆腔肿瘤。创建 Portal dose 验证计划,SDD100cm,机架角度与治疗计划一致，计算获

得预测剂量图像。计划确认后，在 RT chart 参数中，创建射野 Artifical image 。在 Truebeam 加速

器执行验证计划，利用 EPID 收集数据，在集成模式下对图像进行处理，在 PEID 位置以 CU 值来

决定通量的分布。在 Portal dosimetry 系统中将 EPID 测量的剂量图像与 TPS 的 PDI 进行比对分

析。剂量验证评估标准，采用 γ 指数进行分析,  γ 指数通过指标为定为 3%/3mm，γ＜1 的点数大于

90%。利用 Matrixx 电离室矩阵及其分析软件进行验证分析，采用 γ 分析，标准与  Portal 

dosimetry 相同标准，将 Portal dosimetry 的验证结果与 Matrixx 进行比对分析。 

结果 总共 77 个调强计划，分别对不同部位肿瘤同时用 EPID 和 Matrixx 进行剂量验证 γ 分析和结

果评价，对结果求 mean±SD，进行配对 t 检验（P＜0.005），两者的验证 γ 通过率都在 97%以

上，但结果 P＞0.05 无统计学意义。另 4 个病例通过率低于 90%，一例肺癌(多发转移)、二例宫颈

癌、一例鼻咽癌。EPID 和 Matrixx 验证通过率对比分析两者间有很好的一致性。 

结论 EPID 验证结果与第三方电离室矩阵验证结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可以直接用 EPID 进行验

证，仅对结果可疑者用电离室矩阵进行复验，以确保计划准确无误。  

 
 
PL-029 

鼻咽癌 IMRT 和 VMAT 计划对 MU 和 MLC 误差的剂量学敏感度对比

研究 

 
程燕铭 胡彩容 阴晓娟 郑明志 张秀春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通过模拟机器跳数（MU）和多叶准直器（MLC）叶片位置在计划执行时可能产生的系统误

差，检测并对比分析鼻咽癌静态调强放射治疗（IMRT）和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VMAT)计划对上

述误差的剂量学敏感度。 

方法 选取 5 例已行 IMRT 的鼻咽癌计划，在相同物理参数的基础上重新制定 VMAT 计划，并分别

修改两组计划的 MU, 引入 1.25%、2.5%和 5%的系统误差；同时修改计划的 MLC 原始文件，引入

0.5mm、1.0mm、1.5mm 和 2.0mm 的系统误差，模拟治疗计划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叶片不到位

情况。其中 MLC 系统误差的运动方式分别为（1）两侧 MLC 叶片朝同个方向运动，即两侧叶片间

距保持不变；（2）两侧 MLC 叶片朝相反方向运动，即射野外扩或内收。采用线性回归分析的统计

学方法计算并比较鼻咽癌 IMRT 和 VMAT 计划相对于 MU 和 MLC 系统误差的剂量学敏感度差异。  

结果 随着 MU 系统误差的增加，IMRT 和 VMAT 两组调强计划的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受量，也相应

的线性增加，且满足 R
2
=0.992~1，P<0.05；对于 MLC 的误差，IMRT 和 VMAT 两组计划的靶区

和危及器官相应剂量学参数的平均敏感度在三种类型的误差中，偏移误差引起的敏感度最小，分别

为-0.26%/mm 和-0.65%/mm ；其次是外扩误差 4.87%/mm 和 8.68%/mm，最大的是内收误差-

6.04%/mm 和-9.88%/mm 。此外，三种类型误差中，VMAT 计划由误差引起的剂量学敏感度大于

IMRT 计划。 

结论  MU 和 MLC 的系统误差对鼻咽癌调强放疗计划的剂量分布有着显著的影响，尤其是 VMAT 计

划。做好加速器 MLC 的日常 QA 工作对更好更精确的实施放射治疗计划有着重要的意义。 

 
 
PL-030 

左乳癌改良根治术后胸壁放疗三种技术的剂量学比较研究 

 
潘香 张芬 杨毅 

云南省肿瘤医院 650118 

 

目的 从剂量学上对比单纯电子线照射（E）、调强（IMRT）和调强与电子线混合照射（IMRT+E）

3 种技术在左乳癌改良根治术胸壁放疗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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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左乳腺癌行改良根治术后的患者 16 例，统一标准在 pinnacle3 9.10 计划系统上勾画靶区

和危及器官，分别设计 E、IMRT 和 IMRT+E 计划，比较三种技术剂量学参数的差异，P<0.05 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IMRT 和 IMRT+E 技术的计划靶区（PTV）覆盖率、机器跳数（MU）均优于 E 技术

（P<0.05）,而 IMRT 计划的 PTV 覆盖率、MU 优于 IMRT+E(P<0.05),两者间的 PTV 热点区域，适

形度指数（CI）、均匀性指数（HI）均无明显差异（P>0.05）。IMRT 和 IMRT+E 技术在心脏、左

肺、右肺、右乳的剂量学方面均无明显差异（P>0.05），但 E 技术的心脏、肺放射暴露明显低于

其他两种技术（P<0.05）。 

结论 在左乳癌改良根治术后胸壁放疗中，IMRT 技术较单纯电子线照射和 IMRT 与电子线混合照射

有明显的剂量学优势。 

 
 
PL-031 

宫颈癌组织 IER5 和 Ku70 表达与放疗敏感性及临床特点相关 

性研究 

 
刘洋

1
 吴玉梅

1
 周平坤

2
 田明

1
 赵辉

1
 李凤双

1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2.军事医学科学院辐射与放射医学研究所 

 

目的  探讨宫颈癌患者肿瘤部位放疗前后早期快速反应基因 5(IER5)表达特点及其与辐射敏感性及

临床的关系。 

方法  选择仅接受同步放化疗的宫颈癌患者 39 例为试验对象，采集放疗前和受放射后剂量累计

2~6Gy、10Gy、20Gy、30Gy 后宫颈癌组织标本，应用 Western blot 法及实时荧光定量 PCR

（qPCR）技术分别检测 IER5 和 Ku70 的蛋白及 mRNA 表达水平。 

结果  1)宫颈癌组织放疗前和受放射后 IER5 和 Ku70 的蛋白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ER5 在放射

剂量为 10Gy、20Gy、30Gy 时的蛋白及 mRNA 表达显著高于放疗前(p<0.01)；Ku70 在放射剂量

为 30Gy 时的蛋白及 mRNA 表达高于放疗前(p<0.05)；在放疗抵抗组和放疗敏感组中，Ku70 在放

疗前的蛋白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IER5 和 Ku70 的蛋白表达分别与受放射剂量间存在

相关关系(r=0.511，p<0.001；r=0.438，p<0.001)；放疗前后，IER5 与 Ku70 相互间蛋白表达存在

相关关系(r=0.558，p<0.05；r=0.344，p<0.01)。3)IER5 在不同放射量下的表达与肉眼肿瘤直径间

存在交互作用（p<0.001），且肿瘤直径为 3cm，4cm，5cm 时 IER5 的表达量随放射剂量变化显

著（p<0.001；p=0.001；p=0.014），肿瘤直径为 6cm，7cm 时无显著变化（p=0.349；

p=0.690）；放疗敏感组与抵抗组无病生存期之间无显著差异（p=0.843）。 

结论  在宫颈癌患者接受放疗前后，IER5 和 Ku70 表达有显著差异，且 IER5 的表达随放射剂量的

升高而增多，提示 IER5 和 Ku70 均与宫颈癌放疗敏感性有关，其中 IER5 的变化更显著。IER5 与

Ku70 在放射治疗中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提示可能存在相关协同通路。肿瘤直径越小，IER5 受放射

后的表达变化越显著。现有资料尚无法证实 IER5 基因的表达与临床结局相关。 

 
 
PL-032 

4DCT 与 MRI 图像形变配准确定原发性肝癌放疗靶区的应用研究 

 
马长升 尹勇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研究应用形变配准技术联合 4DCT 和 MRI-T2 图像进行肝癌 IGTV 制定的可行性。 

方法  选择首次放疗的 HCC 患者 10 例，依次完成自由呼吸下 4DCT 扫描，深吸气状态下 MRI-T2

加权像扫描，将 4DCT 依呼吸时相分为 10 个序列。用 MIM 软件进行图像配准，图像配准精度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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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为门静脉、腹腔干在三维方向的最大位移及肝脏交叠度（P-LIVER）。在各序列 CT 图像上

勾画 GTV，将 4DCT 各时相 GTV 融合为 IGTV；将 MRI-T2 图像形变配准到 4DCT 各时相图像

上，获得 10 个 GTVDR，并融合为 IGTVDR。配对 t 检验比较不同靶区体积差异。 

结果  门静脉在 X, Y, Z 三维方向的位移分别为 3.6±1.2mm, 5.0±1.4mm, 4.2±0.9mm。腹腔干在

X,Y,Z 三维方向的位移分别为 2.8±2.3mm, 3.0±1.7mm, 2.5±3.4mm。肝脏交叠度为

115.4±13.8%。形变配准后 4DCT 各时相 GTV 均大于配准前，平均增加了 8.18％(P＜0.05)；且各

分时相形变后的 GTV 与 MRI-T2 图像中勾画体积基本一致。IGTVDR 较 IGTV 体积显著大于形变配

准前，平均增加了 9.67% (P=0.018)。 

结论  MRI 图像能够显示比 CT 更多的信息且表现出更高的对比度。勾画 GTV 时应将 MRI 图像与

4DCT 图像相结合,基于此获得的 IGTV 可更好地确定靶区的范围和运动轨迹，提高肝癌靶区勾画的

精度。 

 
 
PL-033 

瓦里安医用直线加速器机载影像系统（OBI）维修及保养 

 
林治学 王忠文 王克 

辽宁省肿瘤医院 110042 

 

目的  瓦里安医用直线加速器所配备的 OBI 系统维修及保养方面经验分享。 

方法  故障解决方法介绍，技巧分享。 

结果  帮助医院工程师快速排除故障，保证设备正常运转。 

结论  随着社会发展，精确放疗成为主流，IGRT、DGRT 等精确放疗技术所依赖的影像设备的运行

保障将尤为重要，唯望本文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放疗发展助力。  

 
 
PL-034 

TomoTherapy 行预防性全脑照射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海马组织？ 

 
白曈 朱健 谷家冰 傅麓 尹勇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预防性全脑照射（PCI）是预防颅脑转移的重要治疗手段，而由此对海马组织带来的损伤将

影响患者的情绪、学习和记忆等高级神经活动，降低患者生活质量。旨在探讨 TomoTherapy 行

PCI 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护海马组织。 

材料与方法  入组 6 例行 PCI 治疗患者，T1 加权 MRI 轴向序列与 CT 融合完成双侧海马组织勾

画，并在海马组织三维方向上生成 5mm 扩展区域作为海马组织保护区（HAR）。将全脑组织减去

海马组织和 HAR 的环形区域作为计划靶区（PTV）给予处方剂量。初始计划按照常规 PCI 计划方

式，仅满足 PTV 剂量分部，不对双侧海马组织进行剂量限制。待 PTV 受量达到临床处方要求后

（参考 ICRU83#标准），逐步压低双侧海马组织的剂量-体积约束条件，并保证在每一条件得到的

优化结果都能使 PTV 受照剂量满足临床处方要求，得到海马保护计划。双侧海马组织平均剂量每

降低约 2Gy 时，作为一个观测点，计算计划优化结果对应的最终剂量，记录 hippo_Dmean，

HAR_Dmean，PTV_Dmean、PTV_D2%、PTV_D98%、PTV_V30Gy、PTV 的 CI、HI，计划执

行时间。观察随海马组织剂量下降对计划产生的影响。 

结果  6 例患者初始计划剂量学参数平均值，hippo_Dmean 27.33±2.22Gy，HAR_Dmean 

28.62±1.84Gy，PTV_Dmean 30.77±0.74Gy，PTV_D2% 30.93±0.61Gy，PTV_D98% 

29.86±0.34Gy，PTV_V30Gy 0.97±0.02%，CI 0.85±0.03，HI 0.04±0.01，计划执行时间

13.70±1.92min。当降低双侧海马组织的 V7.3Gy 达到 40％时，上述指标依次为：8.26±0.24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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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1.27Gy，31.00±0.47Gy，31.97±0.63Gy，21.74±5.44Gy，0.93±0.02%，0.77±0.08，

0.35±0.20，和 21.30±4.97min。 

结论  随着海马剂量的降低，HAR 区域剂量也近乎直线下降，但靶区剂量存在平台区、下降区和跌

落区，分别以海马平均剂量 20Gy、15Gy 和 10Gy 为划分阈值。在海马平均剂量不低于 15Gy 的情

况下，靶区剂量基本没有显著损失，适形度指数降低缓慢，均匀性指数也存在一个跌落区。计划执

行时间也从最初的 13 分钟延长至 23 分钟。 

 
 
PL-035 

TomoTherapy 兆伏级 CT 不同成像参数对配准及剂量计算 

精度的影响 

 
朱健 白曈 谷家冰 尹勇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定量评估 TomoTherapy 自带的 MVCT 提供的不同成像参数对 ART 剂量计算和 IGRT 图像配

准精度的影响。 

方法  对胸部和盆腔模体进行 CT 模拟并将图像导入 Tomo 计划系统，模拟全脊髓照射和前列腺癌

制定放疗计划。在 Tomo 治疗床上，对两个模体按计划进行摆位后，在 MVCT 影像引导界面以三

种获取螺距（fine、normal、coarse）和每种获取螺距对应的两组重建层厚（1mm 和 2mm、2mm

和 4mm、3mm 和 6mm）共六组参数对两个模体进行 MVCT 扫描。再通过平移治疗床，将模体向

X、Y、Z 正方向各偏移 5mm，再次重复上述六组 MVCT 扫描。通过 Tomo 自适应放疗模块，在第

一组准确摆位 MVCT 图像上进行剂量计算，在第二组偏移摆位 MVCT 图像上进行配准，分别考察

不同成像参数对剂量计算和配准精度的影响。最后，用三组不同获取螺距对 Tomo 奶酪模体进行

MVCT 扫描，对图像中不同物理密度区域进行噪声和 CT 值分析。 

结果  三组获取螺距得到的奶酪模体图像，噪声和 CT 值无显著差异，结果如下图 1 所示。对胸部

和盆腔模体分别用六组 MVCT 图像进行剂量计算，结果无显著差异，如下图 2 所示。对于胸部模

体，DTA≥2mm 的配准误差出现在 normal-4mm、coarse-3mm 和 coarse-6mm 组，从方向上来

看，大于 1mm 的配准误差集中在 y 轴方向；对于盆腔模体，DTA≥2mm 的配准误差仅出现在

coarse-3mm 和 coarse-6mm 组，大于 1mm 的配准误差仍集中在 y 轴方向。相同获取螺距和重建

层厚扫描参数下，―Bone and Tissue Technique‖配准技术得到的配准误差更大，而―Full Image 

Technique‖配准技术得到的配准误差最小。 

结论  TomoTherapy MVCT 不同扫描参数不会对 ART 剂量计算结果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在开展

自适应放疗时，可选择 Coarse+6mm 较快的扫描方式和较大的重建层厚。在利用 MVCT 进行体位

校正时，建议采用 normal+2mm 参数进行 MVCT 扫描；在较粗糙扫描条件下，用 Full Image 

Technique 进行配准可以提高配准精度；在自动配准后，一定要引入手动配准环节，对配准结果进

行检查和分析，不应无条件接受自动配准结果。 

 
 
PL-036 

儿童全脑全脊髓调强放疗技术的应用研究 

 
李涛 李霞 王强 肖江洪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肿瘤中心 放射物理技术中心 610063 

 

目的  探索逆向调强优化技术在儿童全脑全脊髓放疗计划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12 例全脑全脊髓放射治疗儿童患者，分别设计 3D-CRT 计划和逆向调强计划。患者采用

俯卧位。3D-CRT 计划：采用高能 6 MV X 射线，4 个射野。 其中两个为照射全脑及上颈部分(第

1 、2 野),采用水平对穿。为更好地保护晶体，射野避开晶体，角度选为 93 度和 267 度左右。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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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两个为 0 度垂直照射的脊髓野(第 3 、4 野)。 第 1 、2 野与第 3 野之间利用半野衔接技术进行衔

接；第 3、4 野之间的衔接利用扩展半影和 MLC 子野技术，以保证在射野衔接处剂量既不过高也

不过低。IMRT 计划：第 1 、2 野与 3D-CRT 计划的设置一样，只是 0 度垂直照射的脊髓野根据脊

髓的长度不同设置 2 或 3 个射野，并且它们之间的衔接采用逆向调强优化。优化前设置固定铅门最

大范围，使相邻脊髓射野之间重叠范围在 5cm 左右。通过剂量-体积直方图（DVH）比较二者的放

射物理参数,以及总的机器平均跳数(MU)，并评价其应用价值。 

结果  靶区 PTVbrain 各项指标一样；对于 PTVcord，调强计划在射野衔接处的靶区剂量覆盖和剂

量均匀度均有一定程度改善。对 PTVcord 的Ｄ98、Ｄ２、Dmean 、HI，IMRT 计划与 3D-CRT 计

划无显著差异；而对 PTVcord 的 CI，IMRT 计划(0.64±0.05)优于 3D-CRT 计划(0.52±0.07)，P 值

＜0.05。对于正常器官的平均剂量，3D-CRT 计划略高于 IMRT 计划，心脏分别为 10.21±2.34 

Gy、9．58±2.12 Gy；肝脏分别为 5．21±1.54 Gy、5.14±1.43 Gy；左侧肾脏分别为

1.62±0.23Gy、1.56±0.19Gy；右侧肾脏分别为 1.39±0.78Gy、1.36±0.69Gy，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3D-CRT 和 IMRT 的平均机器跳数(MU)分别为 579±48 和 746±93，P＜0.05。 

结论  儿童全脑全脊髓放疗的 3D-CRT 计划质量更多的依赖计划者的经验。与之相比较，逆向调强

优化技术可以更好地改善射野衔接处的靶区剂量均匀性，提高计划质量。 

 
 
PL-037 

3D 凝胶剂量计在 IMRT 及碳离子放射治疗中的应用初探 

 
盛尹祥子 Kambiz Shahnazi 王巍伟 刘晓莉 赵静芳 孙家耀 梅晓 李杰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200032 

 

目的  聚合物凝胶剂量计，可以作为三维剂量测量工具，提高剂量测量的空间分辨率。本文利用
MAGAT (Methaacrylic 

Gelatin And Tetrakis)凝胶剂量计，研究其在光子 IMRT 治疗及碳离子放射治疗中的应用。 

方法  利用明胶，甲基丙烯酸，四羟甲基氯化磷等化学物质及蒸馏水，按照一定配比制备 MAGAT

型常氧凝胶，并置入三种尺寸的玻璃瓶中密封保存，玻璃瓶尺寸分别为 a.直径 3cm 长度 5cm 的圆

柱，b.直径 6cm 长度 20cm 的圆柱，c.直径 10cm 的球。分别用于剂量刻度、百分比剂量深度测量

以及治疗计划剂量分布测量。对装有凝胶剂量计的玻璃瓶 a，经 CT 扫描后，制定 6MV 光子治疗计

划，分别照射 0.1Gy，0.3Gy，0.5Gy，1Gy，2Gy，3Gy，4Gy，5Gy，6Gy，用于获取剂量刻度

曲线。对玻璃瓶 b，分别用 6MV 光子垂直入射以及用 392MeV/u 碳离子垂直入射，测量光子和碳

离子的百分深度剂量。对玻璃瓶 C，经 CT 扫描后，勾画靶区和正常器官，制定 IMRT 计划并进行

光子照射。上述凝胶剂量计经 MRI 扫描，吸收剂量是 R2 值的反比例函数。从而可以获得对应吸收

剂量刻度曲线或剂量分布。 

结果  玻璃瓶 a 用于剂量刻度曲线的建立。用反比例函数可以较好的拟合该剂量刻度曲线

(R2=0.9986)。玻璃瓶 b 用于光子和碳离子百分深度剂量测量。经光子照射后的百分剂量深度曲线

与计算数据能够较好匹配。经碳离子照射后，透过玻璃瓶可以直观的看到凝胶剂量计在入射部分、

布拉格峰的位置以及碳离子特有的末端效应而发生的性状变化。MRI 扫描结果显示布拉格峰位置与

计算结果接近，误差<2%。但入射路径上的百分剂量深度曲线与计划系统中的结果偏差较大。主要

是因为 MAGAT 凝胶具有一定能量依赖性。 

结论  3D 凝胶剂量计作为目前唯一可以在三维层面测量剂量分布的剂量计，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

率，可以用于对 IMRT、质子、碳离子等放射治疗手段中的剂量分布进行测量和验证。然而其能量

响应，剂量响应，剂量率效应，辐射后稳定性，剂量分辨率等参数仍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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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38 

碳素纤维床对 VMAT 技术治疗盆腔肿瘤剂量分布的影响 

 
沙翔燕 

北京医院放疗科 100730 

 

 已有多篇文献表明全碳素纤维床对穿过它的射野在模体内的吸收剂量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后

斜入射时由于射线在治疗床中的穿透距离变长，对剂量的影响更大。旋转容积调强(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在实施调强计划时会围绕治疗床旋转 1—3 圈，因此治疗床会对人

体中的剂量分布产生一定影响。 

本文目的  分析用 VMAT 技术治疗盆腔肿瘤时，全碳素纤维床对剂量分布的影响。 

方法  回顾我科 2015 年使用瓦里安 TrueBeam 加速器开展 VMAT 技术以来治疗的盆腔肿瘤患者，

随机选取宫颈癌 10 例，前列腺患者 10 例和直肠癌 10 例。第一步先计算没有加入 TrueBeam 治疗

床模型时的剂量分布 Plan1；第二步在 Plan1 的基础上加入 TrueBeam 治疗床模型，然后计算剂量

分布 Plan2;第三步用 Plan1 的计算值减去 Plan2 中的计算值。比较在相同计划条件时，治疗床对计

划靶区(PTV)的 D95，D2；直肠 D50,D2;膀胱 D50,D2；股骨头 D50，D2 的影响。 

结果  10 例宫颈癌中治疗床对靶区(PTV)的 D95，D2 影响为 0.875±0.106,0.762±0.112；对直肠

D50,D2 的影响为 0.412±0.315,0.737±0.178；对膀胱 D50,D2 的影响为

0.037±0.046,0.425±0.200。10 例前列腺患者治疗床对靶区(PTV)的 D95，D2 影响为

0.900±0.150,0.950±0.112；对直肠 D50,D2 的影响为 0.137±0.071,0.525±0.262；对膀胱 D50,D2

的影响为 0.000±0.000,0.312±0.140。10 例直肠癌患者治疗床对靶区(PTV)的 D95，D2 影响为

0.840±0.088,0.100±0.080；对膀胱 D50,D2 的影响为 0.040±0.048,0.260±0.088。所有计划对股骨

头剂量都没有影响。 

 结论  如果计划时没有加入治疗床模型，实际情况治疗床会使 PTV 剂量整体减少 1%左右，对其它

危机器官的影响都小于 1%。 

       
 
PL-039 

鼻咽癌三阶段自适应放疗的剂量学研究 

 
陆合明

1
 刘绪

1
 蒋海兰

1
 黄慧娴

2
 莫颖

1
 韦英林

1
 吴丹玲

1
 廖超龙

1
 

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2.广西柳州工人医院 

 

目的  笔者等人的前期研究显示，鼻咽癌（NPC）在调强放疗（IMRT）的全疗程中存在显著的解剖

学改变，因此需要自适应放疗（ART）以保证靶区和危及器官获得最佳的剂量。但是，ART 的介

入时机尚不清楚。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评估三阶段 ART 对 NPC 患者的剂量学获益。 

方法  本研究前瞻性地纳入 11 例接受根治性 IMRT 

的 NPC 患者，在放疗至第 5 次、第 15 次后，每例患者进行重复 CT 扫描，在新的 CT 图像上从新

勾画靶区和危及器官，并设计 ART 计划，通过在每次重复 CT 图像上附加初始计划（plan-0）生成

两个合成计划（replan-1 和 replan-2），反映采用初始计划治疗已经发生形变的解剖学结构时到达

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实际剂量。对比 ART 计划（plan-0+replan-1+replan-2）与其相应的非 ART 计

划（plan-0+plan-1+plan2）在剂量学方面的差别。 

结果  与非 ART 计划相比，ART 计划对 PTVnd、PTV1 和 PTV2 的适形指数（CI）均有显著改

善；PTVnx 的中位 V95、PTVnd 的 D95、D99、V100、V95 和 V93、PTV1 的 D99 和 V100、

PTV2 的 D95、D99、V100、V95 和 V93 均显著升高。一些危及器官出现显著的剂量/体积下降，

这些器官包括脑干和颞叶的最大剂量、声门及声门上喉的平均剂量、左侧腮腺的平均剂量和 V30、

右侧视神经的平均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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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鼻咽癌三阶段自适应 IMRT 可以改善靶区覆盖和适形指数，降低某些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体

积，需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证实。 

 
 
PL-040 

静脉增强造影剂对胰腺癌肿瘤放射治疗计划设计中剂量计算的影

响：Tomotherapy 与 VMAT 的对比研究 

 
朱峰 吴伟章 常冬姝 朱夫海 王勇 王颖杰 夏廷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00036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为探讨在胰腺癌肿瘤放射治疗计划设计中使用静脉增强造影剂对剂量计算造成

的误差，量化评估剂量偏差在临床治疗中的影响。同时我们采用 Tomotherapy 和 VMAT 两种技术

评估高度调强技术以及不同算法对静脉增强造影剂对剂量计算偏差的影响。 

方法  CT 定位时，患者首先扫描获得平扫图像，之后保持体位静注 100ml 碘帕醇增强造影剂并扫

描获得增强 CT(CECT)图像。将两套图像传送至 Monaco 治疗计划系统以肿瘤为主体进行图像配

准，以 CECT 图像为基准勾画靶区和危及器官并将结构复制到非 CECT 图像中。为减少呼吸运动

导致器官位移过大所引入的剂量误差，排除两套图像肝脏头脚方向位移超过 5mm 的患者，本研究

最终入组 18 名患者。计划设计分别在 Tomotherapy 工作站和 Monaco 计划设计工作站完成。原始

计划以 CECT 为基础，对 Tomotherapy 计划利用 DQA 模块功能将计划复制到非 CECT 图像剂量

计算，对 VMAT 计划形成 QA 计划将治疗计划复制到非 CECT 图像。评估靶区剂量及正常组织剂

量差异，利用 gamma 分析总体评估剂量分布差异。 

结果  统计 CECT 图像靶区勾画结构的平均 HU 值发现肿瘤和正常组织除外脊髓 HU 值均有增高，

其中肾脏增加最明显（~100HU）而肝脏平均 HU 值变化不明显（~30HU）。剂量结果显示以

CECT 为基础的计划剂量相比非 CECT 治疗计划靶区剂量偏低，但靶区 Dmax，Dmin 以及 Dmean

差异均小于 1%，为临床可忽略的误差，gamma 分析结果显示 2mm/2%gamma 通过率最低

98%。以肾脏和肝脏为代表的正常组织剂量偏差相对略大（1~2%）。 

结论  胰腺癌放射治疗计划设计中使用静注增强造影剂不会对剂量计算产生临床有意义的影响，与

文献资料相比，高调制能力的新技术会更加降低造影剂的剂量误差引入，同时比较卷积算法和蒙特

卡洛算法计算出的剂量偏差无统计学差异。因此可在临床中只进行增强 CT 扫描而不再需要平扫以

降低患者检查剂量并减少工作量。 

 
 
PL-041 

在线病人计划验证分析软件的开发 

 
赵俊

1
 胡伟刚

2
 形影

1
 吴贤威

1
 李永强

1
 

1.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目前所有的病人治疗计划验证都在治疗前进行。我们并不知道治疗时真实剂量分布。本研究

就是要研发一款在线的二维剂量实施准确性分析的软件。 

材料和方法  我们医院所使用的治疗设备是西门子扫描束粒子治疗系统。为了实现在线剂量验证，

我们开发了一款软件根据每天的日志文件来重建每天治疗时的二维剂量分布。所有放疗设备在治疗

机头内部都有束流实施监控系统，我们的监控系统由两个多丝正比室和三个电离室组成，多丝正比

室监控束斑位置和大小，电离室用来监控每个扫描点的离子数量。所有的测量信息都被记录入每天

的日志 

文件。我们提取出日志文件中的位置，束斑大小，每个束斑粒子数量等信息，同时结合基础数据中

的深度剂量分布文件。利用这些信息来重建每天治疗时的二维剂量分布，并与 TPS 计算的二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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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布进行比较，在软件中我们使用 gamma 分析来进行比较。为了验证软件重建二维剂量的准确

性，使用 PTW 729XDR 测量了 13 个病人计划实施的二位剂量分布，与重建的二维剂量分布进行

gamma 分析比较。证明重建剂量的准确性之后。我们用该软件对 100 个真实的治疗射野（58 个碳

离子，52 个质子）进行了在线剂验证。 

结果  无论用 3mm/3%还是 2mm/2%，重建剂量与 729XDR 测量剂量比较 gamma 通过率均大于

90%，显示重建剂量的算法准确可靠。通过对病人在线剂量验证，发现碳离子计划通过率要好于质

子计划。因此我们仔细分析了日志文件，发现质子通过率低的原因是束斑大小的偏差大于碳离子束

斑大小的偏差。对于质子束 x 方向和 y 方向束斑大小偏差是-14.27% 和 -6.73% 对于碳离子束，两

个方向束斑大小偏差是-5.26% 和 

-0.93%。对于碳离子和质子束，位置和粒子数的偏差都非常小，对剂量分布的影响也较小。 

结论:我们开发的二维在线剂量验证软件满足了剂量验证的要求。该软件可以更加直接的验证病人

治疗时剂量实施是否准确，增强了临床治疗的安全性。 

 
 
PL-042 

避让区域（Avoidance Sectors）在消化道肿瘤旋转调强治疗中

的应用 

 
王丹 

北京医院放疗科 100730 

 

目的  研究旋转调强治疗消化道肿瘤时使用避让区域（Avoidance Sectors）功能对计划结果（包括

正常组织受量和机器跳数、剂量率等）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6 月的 15 例消化道肿瘤的患者（包括胰腺癌，肝癌和胃癌），

采用瓦里安 Eclipse 计划系统制定两个旋转调强计划（VMAT）其中一个计划机架转 358°

（181°~179°或者 179°~181°），第二个计划转 258°，机架角度从 181°~179°或者 179°~181°，但

是在左、右肾的入射线方向选择使用避让区域功能，从 210°~260°和 100°~150°，机器不出线，或

反之。优化时使用相同的优化条件，处方剂量为 2Gy＊25f。在靶区覆盖率相同的情况下

（V100%≥95%），对两种计划的正常组织受量、机器跳数 MU 和照射野的最大剂量率进行比较和

统计学分析，评价的参数包括总机器跳数，每个照射野的最高剂量率 DRMax1 和 DRMax2，左肾

的 D30%，右肾的 D30%，脊髓的 D1%。 

结果  总机器跳数，每个照射野的最高剂量率 DRMax1 和 DRMax2 有统计学差异（t=7.19、-

3.65、-4.23，P<0.05），其中总的机器跳数要平均减少 45，平均最大剂量率提高了 70；两个计划

的左肾 D30%，右肾 D30%，脊髓 D1%受量均无统计学差异（t=1.423、0.183、0.887，P＞

0.05）。 

结论  采用避让区域功能和不采用该功能时正常组织受量没有差异，但是总机器跳数，每个照射野

的最高剂量率 DRMax1 和 DRMax2 有统计学差异，减少了机器跳数，提高了照射野的最大剂量

率，减少了患者的治疗时间，对患者的临床治疗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PL-043 

前列腺癌局部照射时 VMAT 和 IMRT 的计划探讨 

 
王丹 

北京医院放疗科 100730 

 

目的：研究前列腺癌局部照射时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 Volumetric-Modulated Arc 

Therapy）和固定野调强放疗（IMRT，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两种不同的照射方式

对于正常组织和治疗时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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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择 2014 年 6 月到 2016 年 6 月的 36 例早期前列腺癌患者，采用瓦里安 Eclipse 计划系统分

别制定 VMAT 和 IMRT 计划，优化时使用相同的优化条件，处方剂量为 2Gy＊39f 或 2Gy＊40f。

在靶区覆盖率相同的情况下（V100%≥95%），对两种计划的正常组织受量和机器跳数 MU 进行比

较和统计学分析，评价的参数包括 25%、50%和 80%的剂量曲线所包括的体积和机器跳数 MU，

膀胱的 D30%和 D50%、直肠的 D25%和 D50%，左、右股骨头 D1%和 Dmean。 

结果 25%、50%和 80%的剂量曲线所包括的体积和机器跳数 MU 有统计学差异（t=11.09、2.43、

4.36、10.94，P<0.05）；两个计划的膀胱 D30%、D50%和直肠的 D25%、D50%受量均无统计学

差异（t=-0.04、0.47、1.21、1.31，P＞0.05）；左、右股骨头的受量 D1%和 Dmean 有统计学差

异（t=4.61、2.61、4.40、5.16，P<0.05）。 

结论 前列腺癌局部照射时容积旋转调强和固定野调强时 25%、50%和 80%的剂量曲线所包括的体

积与机器跳数 MU 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V25%平均降低 436.1cm3, V50%平均降低 34.4cm3，而

机器跳数平均减少 252，大大减少了患者的治疗时间。V25%、V50%和左右股骨头受量的降低也

减少了正常组织的副反应，这对于临床治疗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PL-044 

鼻咽癌调强放疗中机架角度验证方式对计划通过率的影响 

 
孙彦泽 周钢 钱建军 陈列松 朱雅群 田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比较鼻咽癌调强放疗计划验证中机架角度归零和实际角度验证 γ 通过率差异。 

方法  选择 9 例鼻咽癌患者，在 Pinnacle 9.2 放疗计划系统上设计 27 例计划共 216 个射野。使用

辅助固定装置将 Mapcheck 固定在 Elekta Synergy 加速器机头上，分别验证机架角度归零和实际

角度的 γ 通过率（2mm2%, 3mm3%）。采用配对 t 检验统计两种验证方法的差异。 

结果   归零角度验证结果 γ 通过率均高于实际角度验证。当采用 2mm 2%标准，两者比较所有角度

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且较大差异出现在 90°(2.98%)、120°(4.11%)、150°(3.18%)、

180°(3.15%)和 210°(2.94%)；采用 3mm 3%标准，仅在 60°、120°、150°、180°、210°、240°有

统计学差异（P<0.05）且最大差异出现在 60°(1.58%, t=7.169, P=0.000) 和 150°(1.17%, t=5.304, 

P=0.000)的角度，216 个射野中归零和实际角度 γ 通过率>95%分别占 93.5%和 92.1 %，所有通过

率均>90%. 

结论  实际角度验证更加接近计划执行的真实性，可以探测到更多细节。采用 γ 通过率 3mm 3%的

标准时，归零角度验证和实际角度验证均能满足临床需求；如果采用更严格的 2mm 2%标准时，

应考虑这两种验证方式的差异。 

 
 
PL-045 

保乳术后 IMRT 计划与 VMAT 计划的比较 

 
唐丰文 李毅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乳腺癌保乳术后静态调强技术（IMRT）和容积旋转调强技术（VMAT）的剂量学差异 

方法  自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5 月收集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乳腺癌保乳

术后患者 10 例，分别制作五野 IMRT 计划和双半弧 VMAT 计划。统计两种计划肿瘤 PTV 的均匀性

指数（HI）和适形性指数（CI），心脏和肺的 V5，V10，V20，V30，V40。 

结果  IMRT 计划与 VMAT 计划的 HI 分别为 0.13±0.02，0.13±0.02；CI 分别为 0.78±0.08，

0.82±0.04。VMAT 与 IMRT 相比，HI 无差异，适形性较好(P<0.05)。VMAT 计划的机器跳数较

IMRT 高(P<0.05)，分别为： 510±40，323±26。IMRT 计划与 VMAT 计划的心脏受量 V5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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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18.00%,52.83%±19.79;V10 分别为 7.72%±13.10%,17.07%±14.47%；V20 分别为

5.46%±9.40%,5.84%±9.80%，VMAT 计划低剂量区较 IMRT 计划高，高剂量区较少。患侧肺 V5

分别为 40.15%±5.22%，50.73%±6.48%；V10 分别为 29.63%±4.89%，35.89%±4.69；V20 分别

为 22.59%±4.52%，25.80%±3.63%；V30 分别为 19.01%±4.42%，20.14%±3.22%， V40 分别为

14.99%±4.37%，15.15±3.06%，VMAT 计划 V5，V10，V20 低剂量区较 IMRT 高。健侧肺 V5 分

别为 0.45%±0.79%，7.49%±6.43%；V10 分别为 0.03%±0.07%，0.89%±1.73 VMAT 计划 V5，

V10 低剂量区较 IMRT 高。 

结论  对于保乳术后计划，VMAT 与 IMRT 相比，适形性更高，心脏高剂量区较少，但机器跳数较

高，心脏和肺低剂量区更高。本研究给保乳术后患者制作计划提供一个临床参考数据。 

 
 
PL-046 

Capability of leaf interdigitation with different 

inverse planning strategies in Monaco: an investigation 

of representative tumour sites 
 

Duan Jinghao
1
,Xiangjuan Meng

2
,Tonghai Liu

1
,Yong Yin

1
 

1.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nd Institute 

2.Shandong Eye Hospital， Shandong Eye Institute， Shan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work is to experimentally study the dosimetric impact of leaf 
interdigitation with different inverse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representative tumour sites and to 
identify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leaf interdigitation can benefit these tumour sites. 
Material and methods   Sixty previously treated patients (15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15 multiple brain metastasis (MBM), 15 cervical cancer and 15 prostate cancer) were re-planned 
for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VMAT), sliding window IMRT (dMLC) and step-and-shoot 
IMRT (ssIMRT) with and without leaf interdigitation. Various dosimetric variables, such as PTV 
coverage, OARs sparing, delivery efficiency and planning time, were evaluated for each plan. In 
addition, a protocol developed by our group was applied to identify the situations in which leaf 
interdigitation can achieve benefits in clinical practice. 
Results   Interdigitation produced few benefits in PTV homogeneity for the MBM VMAT plans and 
NPC ssIMRT plans. Regarding OARs, sparing was equivalent with and without interdigitation. 
Interdigitation shown an increase in MUs for the dMLC plans and a decrease in MUs for the 
ssIMRT plan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interdigitation resulted in an increase in segments for the 
dMLC plans and a decrease in segments for the NPC and MBM ssIMRT plans. For beam on time, 
the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interdigitation showed an increase in the MBM dMLC, NPC ssIMRT 
and prostate ssIMRT plans. In addition, leaf interdigitation saved the planning time for the VMAT 
and dMLC plans but increased the planning time for the ssIMRT plans. 
Conclusion   Leaf interdigitation does not improve plan quality when performing inverse 
treatment strategi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target is simple or complex. However, it influences 
delivery efficiency and planning time. On the basis of these observations,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leaf interdigitation should be utilized when performing MBM VMAT plans and NPC ssIMRT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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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47 

左侧乳腺癌不同方法调强计划的剂量学比较 

 
肖江洪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中心；肿瘤放射物理技术中心 610041 

 

目的  分析左侧乳腺癌改良切线野（tangential fields）和铰链野（hinge angle fields）调强

（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的剂量学差别。  

方法  随机选取 12 例左侧乳腺癌保乳术患者，采用乳腺真空垫固定，行增强 CT 扫描。图像传入

Raystation 计划系统，由一名经验丰富的放疗医生勾画瘤床（CTV1）和整个乳腺组织（CTV2），

分别在 CTV1和 CTV2外扩 10 mm 和 5 mm 形成计划靶区 PCTV1和 PCTV2。处方剂量 PCTV1：

6160/28 次，PCTV2：5040/28 次。在两个切线野基础上，分别上翘 10 度各添加加 2 个射野，形

成改良切线野调强（IMRT6）；铰链野（IMRT9）初始角度分别为 300，325，350，15，40，

65，90，115 和 140 度，根据具体患者相应调整射野角度。所有计划均采用医科达 Synergy 加速

器，能量 6 MV，最大子野数量 50 个，最小子野面积 5 cm
2，最小子野跳数 5 MU。调强经多次优

化直到剂量分布无明显改善为止。然后将两种计划相关剂量学参数进行统计学对比。 

结果  两种调强计划 PCTV1、PCTV2的 D95、D98均无统计学差别，D2、D50虽有统计学差别（p＜
0.05），但平均百分差别均小于 1%。与 IMRT9相比，IMRT6的右侧冠状动脉 D2平均值低 0.8±1.1 

Gy（p=0.041），双肺 V5平均值低 2.1±1.3%（p=0.003）；而 IMRT6的左侧冠状动脉 D2，心脏

D2、V10、V20、V30，以及双肺和左肺 V10、V20、V30的平均值均高于 IMRT9（p＜0.05），其中左

侧冠状动脉 D2高 1.3±0.8 Gy（p=0.002），双肺 V20高 1.4±0.6%（p=0.002），左肺 V20高

3.1±1.4%（p=0.002），心脏 V20高 1.6±1.8%（p=0.023），心脏 V30高 1.7±1.1（p=0.003）。加

速器跳数方面，IMRT6较 IMRT9低 57.1±67.3 MU（p=0.019），约为 IMRT9计划跳数的 10%。 

结论  乳腺癌调强放疗中，改良切线野能够减少右冠状动脉 D2和双肺 V5，但铰链野能够显著减少

左侧冠状动脉及心脏剂量以及肺的 V10、V20、V30。 

 
 
PL-048 

宫颈癌中生物优化与物理优化的对比研究 

 
冯紫薇

1
 陶城

2
 朱健

2
 李登旺

1
 尹勇

2
 

1.山东师范大学 

2.山东省肿瘤医院 

 

目的  通过对宫颈癌中生物优化和物理优化计划的对比，研究生物优化是否可以应用于临床并做为

传统物理优化的一种替代方法。 

方法  随机选取 20 例宫颈癌晚期患者。分别针对每个患者制定生物优化和物理优化的逆向调强计

划，并对所有计划使用生物参数和物理参数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结果  生物优化计划的靶区覆盖度略差于物理优化计划但在临床可接受范围内（V95，HI: 

p<0.01），而 TCP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膀胱直肠的 V40 和平均剂量差异无统计学差异，但生物

优化计划的 NTCP 值都略低于物理优化计划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直肠：p<0.01，膀胱：

p=0.028）。 

结论  生物优化计划相较于物理优化计划在靶区方面处于劣势，但在降低危及器官的正常组织并发

症概率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生物优化可以应用于临床并作为传统物理优化的一种替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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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49 

个体化 3D 打印组织补偿膜在肛管癌放疗中的应用研究 

 
曾彪 张九堂 

湖南省肿瘤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410013 

 

目的  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贴合度好的组织补偿膜；并利用患者的多种 CT 定位图像进行多种

计划的剂量学比较和验证，为肛管癌放疗患者提供一种快捷实用的个体化组织补偿膜使用方法，为

3D 打印组织补偿膜的临床运用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选择 6 例肛管癌放疗患者，首先进行第一次 CT 定位扫描，并设计并打印出出患者的个体化

组织补偿膜；然后，患者覆盖普通组织补偿膜和 3D 打印组织补偿膜分别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 CT

扫描。 在第一次 CT 定位图像上勾画患者的靶区和正常器官，然后把靶区和正常器官配准到第二次

和第三次 CT 扫描图像上并确保每个患者三组 CT 图像上的靶区和正常器官的形状大小的一致性。

随后，每例患者共制定四组放疗计划，具体使用的图像和补偿膜如下:计划 A,以第一次 CT 定位图

像为计划主序列图像，不加组织补偿膜；计划 B,以第一次 CT 定位图像为计划主序列图像，使用治

疗计划系统勾画的虚拟组织补偿膜;计划 C,以覆盖普通补偿膜的第二次 CT 定位图像为计划主序列

图像; 计划 D,以覆盖 3D 打印的组织补偿膜的第三次 CT 定位图像为计划主序列图像。治疗计划完

成后，统计所有肛管癌病例的靶区覆盖度，靶区均匀度，靶区最大剂量和正常组织受量。最后，利

用盆腔仿真人体模进行胶片剂量验证，统计出仿真人体模四组计划中，肿瘤浅表部位的剂量差异。 

结果  患者的 CT 扫描数据显示 3D 打印补偿膜与人体贴合度良好。剂量学比较发现，四组计划的正

常组织受量和靶区覆盖度没有统计学差异；靶区 Dmax 有统计学差异；计划 A 的靶区 Dmax 最

高，其他三组靶区 Dmax 偏低 3%左右，且三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靶区均匀度 HI 有统计学差

异，计划 A 的靶区均匀度 HI 最差，计划 B 和计划 D 的靶区均匀性最佳且两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

异。横断面的胶片剂量验证结果显示，在肛管附近的浅表肿瘤区域，计划剂量与测量剂量进行相对

剂量比较，计划 A 和计划 C 的偏差最大，分别为 19.9%，12.1%；计划 B 和计划 D 的偏差最小，

分别为 2.7%和 1.9%。 

结论  肛管癌患者采用调强放疗，不加填充膜和加普通填充膜均能在治疗计划上满足临床的要求，

只有靶区最大剂量和靶区均匀性上有点区别。但是剂量验证结果显示，不加填充膜和加普通填充膜

的计划在浅表肿瘤区域的剂量通过率很低，剂量偏差较大；3D 打印的填充膜在浅表肿瘤区域的剂

量通过率高，剂量偏差很小；个体化 3D 打印组织填充膜是非常适合肛管癌放疗的，能真正提高浅

表肿瘤的剂量。 

 
 
PL-050 

小细胞肺癌全脑预防性照射中腮腺的剂量学评估 和 NTCP 预测 

 
陈欢 钱建军 田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放疗科，苏州大学放射肿瘤治疗学研究所，苏州市肿瘤放射治疗学重点实验室 215004 

 

目的  在 SCLC 患者 PCI 中评估腮腺的剂量体积和正常组织并发症概率（NTCP），为全脑放疗中

腮腺的保护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行 PCI 照射的 SCLC 患者 24 例，分别勾画腮腺轮廓作为危及器官（OAR），设计 2D、

2D_M 和 IMRT 三种计划并评估腮腺的剂量体积和 NTCP。 

结果 24 例患者两侧腮腺体积平均为（36.04±4.41）cc，其中左侧腮腺（17.89±3.86）cc、右侧腮

腺（18.15±4.41）cc。三种照射技术（2D、2D_M 和 IMRT）的靶区处方剂量覆盖均>95%，均匀

指数（HI）分别为：1.10±0.01、1.10±0.01 和 1.09±0.01；适形指数（CI）分别为：1.21±0.06、

1.20±0.06 和 1.09±0.03，其中 IMRT 技术明显小于另两种技术（p≤0.001）。腮腺 Dmean 分别为

（1347±333）cGy、（968±293）cGy 和（671±103）cGy，（p=0.000, 0.000, 0.000）。 在生物

等效剂量（BED）方面，2D 技术中有 5 例患者（20.83%）的双侧腮腺>2000cGy，其中 1 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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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2500cGy、另有 6 例患者（25.00%）的单侧腮腺>2000cGy。三种技术的 NTCP 分别

为（5.08±2.56）%、（3.12±1.42）%和（1.91±0.40）%（p=0.000, 0.000, 0.000）。在 2D、

2D_M 技术中的 Dmean 与 Vp/Vt 呈高度相关性（R=0.834、0.814，p=0.000、0.000）、与 Sp 则

呈中度相关性（R=0.629、0.631，p=0.000、0.000）。而在 IMRT 技术中的 Dmean 与 Vp/Vt、Sp

无显著相关性（R=0.202、0.079，p=0.344、0.714）。 

结论 在小细胞肺癌全脑预防性照射中应将腮腺作为常规危及器官来进行剂量限制，IMRT 技术可以

有效减少腮腺的剂量和 NTCP。 

 
 
PL-051 

直肠癌 IMRT 中小肠运动所致剂量体积以及 NTCP 评估的不确定

性研究 

 
钱建军 孙彦泽 杨咏强 陈列松 田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放疗科；苏州大学放射肿瘤治疗学研究所； 苏州市肿瘤放射治疗学重点实验室 215004 

 

目的 评估直肠癌 IMRT 疗程中小肠剂量体积以及正常组织并发症概率（NTCP）预测的不确定性，

为直肠癌 IMRT 中小肠的剂量限制和保护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接受术后辅助放疗的直肠癌患者 20 例，其中采用仰卧和俯卧体位各 10 例。每位患者在

治疗前和疗程中 1~4 周各扫描一组 CT 分别定义为：Plan、1W、2W、3W、4W，在每组 CT 影像

上分别勾画小肠肠管（BL）和腹膜腔（PS）。将基于 Plan CT 的 IMRT 计划分别拷贝至 1~4W 

CT，分别评估每组 CT 的小肠剂量体积以及 NTCP。 

结果 20 例患者共扫描 89 套 CT，所有患者 BL、PS 体积分别为 251.2cc、1324.16cc；百分移动值

(shift%)分别为：23.15%、11.34%； V15 分别为 184.86cc、792.45cc，shift%为 31.69%、

3.70%；V30 分别为 88.01cc、645.73cc，shift%为 37.66%、10.49%。分别有 35.0%和 20.0%的

患者其 BL 和 PS 轮廓的 V15、有 50.0%的患者其 BL 最大剂量（Dmax）以及 15%的患者其 NTCP

在疗程中超过了安全限值。基于 1~4W 的小肠慢性毒性副反应 NTCPC 高于 Plan (4.02% Vs 

3.20%, p=0.104)，百分变化值为 41.68%。NTCPC 与 BL 的 V30~50 存在明显相关性（R>0.400、

p=0.000）。仰卧位小肠急、慢性毒性副反应（NTCPA、NTCPC）均大于俯卧位(62.30% Vs 

56.74%、4.88% Vs 3.22%，p=0.061、0.145）。  

结论 在直肠癌 IMRT 中小肠运动所致其毒性评估存在不确定性，其中小肠肠管的变化明显大于腹

膜腔、仰卧位的变化明显大于俯卧位。患者采用俯卧体位以及在计划设计时尽量压低 V15、V30 可

以降低小肠的急、慢性毒性反应。 

 
 
PL-052 

直肠癌 IMRT 中腹膜腔限量取代肠管限量保护小肠的 可行性研究 

 
钱建军 孙彦泽 杨咏强 陈列松 田野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放疗科；苏州大学放射肿瘤治疗学研究所； 苏州市肿瘤放射治疗学重点实验室 215004 

 

目的 在直肠癌 IMRT 疗程中通过比较腹膜腔（PS）和小肠肠管（BL）两种限量条件下的小肠剂量

体积和正常组织并发症概率（NTCP）来探讨 PS 限量取代 BL 限量来保护小肠的可能性。 

方法 选取接受术后辅助放疗的直肠癌患者 24 例，仰卧和俯卧体位各 12 例。每位患者在治疗前和

疗程中 1~4 周各扫描一组 CT 分别定义为：Plan、1W、2W、3W、4W，在每组 CT 影像上分别勾

画 PS 和 BL 轮廓。在 Plan CT 上根据 PS、BL 两种限量方法分别设计 IMRT 计划 PPS、PBL，然

后拷贝至 1~4W CT，分别评估每组 CT 上 PPS、PBL 两种计划的小肠剂量体积和 NTCP。  

结果 24 例患者共扫描 109 套 CT 影像，设计并拷贝计划 218 组。PS、BL 体积中位值分别为

1339.28 cc、250.27 cc，基于 Plan CT 两种计划（PPS、PBL）的腹膜腔和肠管 V15 中位值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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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18.96cc、199.57cc。基于所有 CT 影像 PPS 计划的小肠剂量体积绝大部分都小于 PBL 计划，

其中 V15 为 170.07cc Vs 178.58cc (T=-6.355, p=0.000)，两者存在明显相关性(R=0.455，

p=0.000)。PPS 计划的慢性、急性副反应 NTCP 均明显小于 PBL 计划（2.80% Vs 3.00%, T=-

2.538, p=0.018、57.32% 

Vs 58.64% , T=-2.538, p=0.018)。俯卧和仰卧两种体位患者中 PPS 计划的绝大部分小肠剂量体积

和 NTCP 都小于 PBL 计划，其中 V10、V15、V30 和急性副反应 NTCP 的 p 值两者均<0.05。 

结论 在直肠癌 IMRT 中将腹膜腔限量方法取代肠管限量来保护小肠是可行的，可以参考

V15<830cc 作为其剂量限制目标函数。 

 
 
PL-053 

不同优化算法在肺癌自适应放疗中准确性及效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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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肺癌中不同优化算法对解剖结构变化进行自适应时的剂量学差异与自适应效率。 

方法  本研究选取 10 例肺癌病例。分别应用一步和两步优化算法对每一病例制定调强计划。针对每

一病例，进行四种计划靶区形变的模拟，包括：计划靶区上移 0.5 cm, 内收 0.3 cm, 外扩 0.3 

cm 和旋转 45 度。在这四种形变的基础上，分别应用一步和两步优化算法制定自适应计划，并重新

制定相应的再计划。分别对原计划，自适应计划和再计划进行剂量学统计评估。 

结果  对于计划靶区上移情形，应用两步优化算法制定的自适应计划表现出更好的计划靶区适形

度。自适应计划与原计划的计划靶区 V95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5）。对于计划靶区内收

情形，一步优化算法制定的自适应计划的全肺受量要低于两步优化算法（V20：p=0.0143, 

Dmean：p=0.0126）。其他形变情形中，未发现剂量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计划靶区内收情形中，一步优化算法制定的自适应计划在相似计划靶区适形度的情况下，

能够更好的保护危及器官。而在计划靶区位置变化情形中，两步优化算法制定的自适应计划表现出

更高的效率和准确度。不同的优化算法制定的自适应计划对于不同的解剖结构变化具有不同的自适

应效率和准确度。 

 
 
PL-054 

生物优化中生物参数与物理参数相结合的优化效率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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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师范大学 

2.山东省肿瘤医院 

 

目的  在宫颈癌中，研究如何在生物优化模块中将生物限制条件和物理限制条件相结合以有效提高

生物优化的计划质量。 

方法  随机选取 20 例宫颈癌晚期患者。除了分别针对每个患者制定生物优化和物理优化的逆向调强

计划外，还引入一种将生物限制条件和物理限制条件相结合优化策略而改进的生物优化计划，即对

靶区仅使用物理限制条件而对危及器官仅使用生物优化条件。并对这三种计划使用生物参数和物理

参数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结果  改进的生物计划的 V95，D98，CI 值均较生物计划有所提高但小于物理计划，并且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改进的生物计划的 HI 值处于另外两种计划之间且具有统计学差异。膀胱直肠 V40 值

三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改进的生物计划的膀胱直肠的平均值均为三者中最小。改进的生物计

划的 TCP 值与其他两种计划差异较小且没有统计学差异。改进的生物计划的直肠 NTCP 值高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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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计划但低于物理计划，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改进的生物计划的膀胱的 NTCP 值同样高于生物

计划低于物理计划，但其与物理计划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与生物计划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通过将生物限制条件和物理限制条件相结合的优化策略而改进的生物优化计划能够结合传统

物理优化和生物优化的优势，有效的提高生物优化的计划质量。 

 
 
PL-055 

中段食管癌中刚性与形变配准的剂量学差异研究 

 
陶城 刘同海 马长升 朱健 尹勇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研究中段食管癌复位前后的剂量学差异及刚性与形变配准之间的剂量学差异。 

方法  选取 12 例中段食管癌病例。对每一病例行初次 CT 扫描并在临床医生勾画 PTV-o 后制定计

划 plan-o。计划执行 20 次后，对病例行第二次 CT 扫描并在临床医生勾画 PTV-re 后制定计划

plan-re。分别将两幅 CT 图像进行刚性和形变配准，并将两种计划剂量叠加。对三种计划（plan-o: 

30 次评估；plan-rig: 刚性配准下 PTV-o 和 PTV-re 的叠加剂量；plan-def: 

形变配准下 PTV-o 和 PTV-re 的叠加剂量）进行剂量学比较分析。 

结果  plan-o，plan-rig 和 plan-def 计划下的全肺 V20 分别为 32.68%，30.3%和 29.71%。plan-o，

plan-rig 和 plan-def 计划下的全肺平均剂量分别为 17.19 Gy，16.67 Gy 和 16.51 Gy。plan-o 与

plan-rig 或 plan-def 计划之间的全肺 V20 和平均剂量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V20：p= 0.003, p= 

0.000；平均剂量：p=0.008, p= 0.000）。但是 plan-rig 和 plan-def 计划之间的全肺 V20 和平均剂

量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V20：p=0.118；平均剂量 p=0.384）。plan-o，plan-rig 和 plan-def 计

划下的脊髓最大受量分别为 41.95 Gy，41.48 Gy 和 41.4Gy。这三种计划之间的脊髓最大受量的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中段食管癌放疗过程中靶区体积及解剖位置的变化等因素可能导致靶区低剂量和正常组织的

超量照射，实施 CT 重新扫描定位和调整治疗计划可以修正靶区剂量，减少不必要的正常组织的照

射。本研究结果表明，刚性和形变配准剂量叠加后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L-056 

基于已验６ ＭＶ Ｘ 线相空间和能谱信息重建 加速器机头蒙特

卡罗模拟方法 

 
王芸 姚晖 汪杰华 

上海市杨浦区市东医院 200438 

 

目的  基于 IAEA Varian 6MV X 线相空间文件和目标机头的光子能谱分布，建立一种新的蒙特卡罗

模拟方法，重建医用加速器机头模型及 X 射线能量的能谱。 

方法  对已验的 6MV X 线相空间文件进行预处理，提升每个粒子能量；根据位置、能量不同将粒子

保存到不同的 Phase-Space-Let（PSL）文件中，得到初始目标能量加速器机头的蒙特卡罗模拟的

初始光子能谱；然后对某一待验目标能量（医科达 PRECISE 10MV X 线）加速器机头的光子能

谱，用初始光子能谱拟合得到拟合系数，即每个 PSL 的权重；最后使用初始 PSL 文件和该权重信

息重建出待验目标能量的加速器机头模型，对其不同开野进行中轴 PDD 分布的计算，并用一维 γ

通过率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 

结果  重建的 10MV 光子能谱与已验的 10MV 能谱峰值位置相同，整体分布一致；由重建的 10MV

机头模型计算得到的 PDD 与实测的吻合度较高，一维 γ 通过率（参数 1mm1%，

Threshold=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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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笔者提出的蒙特卡罗重建方法可靠、准确有效。 

 
 
PL-057 

CBCT 引导 SIB-IMRT 放疗技术在老年脑胶质瘤患者的应用研究 

 
武霞 刘学键 汪延明 

临沂市第三人民医院 276023 

 

目的 评价 CBCT 引导 SIB-IMRT 放疗技术在老年脑胶质瘤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我院自 2012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2 月收治的老年性脑胶质瘤患者 24 例，行 CBCT 图像

引导下脑胶质瘤 SIB-IMRT 放疗技术，PGTV 同步加量 2.5Gy/次,62.5Gy/25 次,PCTV 行同步加量

2.3Gy/次,57.5Gy/25 次,PTV2.0Gy/次,50Gy/25 次,33 天完成。放疗结束后及放疗后 1 月评价症状改

善情况、肿瘤局控率及生活质量，1 年后评价患者生存率。 

结果 24 例患者顺利完成放疗，症状均有不同程度减轻。放疗结束、放疗结束后 1 月、放疗结束后

1 年复查 MRI，评价肿瘤局控率，完全缓解（ CR） 分别为 41.7%(10/24)、50% (12/24)、33.3% 

(8/24)；部分缓解（PR)分别为 37.5%(9/24)、33.3%(8/24)、41.7%(10/24)；稳定（SD）分别为 

20.8%(5/24)、16.7%(4/24)、16.7%(4/24)；疾病进展 （PD）分别为 0%(0/24)、0%(0/24)、

8.34%(2/24)；有效率(RR) 分别为 79.2%(19/24)、83.3%(20/24)、75%(18/24)；疾病探制率

（DCR）分别 为 100%(24/24)、 100%(24/24)、91.7% (22/24)。放疗结束后及放疗后 1 月、放疗

后 1 年患者的生存率为 100%。 

结论 CBCT 图像引导下 SIB-IMRT 放疗技术不仅缩短治疗时间，提高肿瘤局控率及生存率，这对于

老年脑胶质瘤患者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PL-058 

The effect of collimator angle on postoperative cervical 

carcinoma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 
 

Chen Yazheng,Liao Xiong fei,Jie Li,Lang Jin yi,Xiao Ming yong,Li Chu rong,Wang Pei 
SiChuan cancer hospital 61008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ose-volume variation of planning target and OAR in Postoperative 
cervical carcinoma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 with varing collimator angle 
Methods  One postoperative cervical carcinoma is chose to perform nine VMAT plans 

(CCW179°～181°,CW181°～ 179°)using VarianEclipse system with different collimator angle 

(0°,10°, 20°,30°, 45°,± 10°, ± 20°,± 30°, ± 45°).The best and worst of planning dosimetry about 
angle were screened out and applied to 20 postoperative  cervical carcinoma patients. Compare 

the two group of plans about targets CI 、HI and OAR‘s volume dose parameters such as  V10、

V20、V30、V40，mean dose Dmean , as well as monitor units(MU).Using the t-pared 

methods of SPSS software to statistic those of parameters.  

Results  CI 、HI and dose ofOARs such as bladder, rectum, intestine of nine plans were shown 

in line chart. The best and worst plans about dosimetry is 30o、0°。The two group of 30°and 

0°treatment planning  with 20 patients, HI and CI of 30°plannings are superior to that of 

0°(HI:t=6.666、6.231、15.464; CI:t=6.650、6.35、14.981, P<0.05). V30 、V40 、Dmean of 

Bladder decreased separately by13.5% 、3.4% 、3.7%(t=4.649、4.511、3.833, P<0.05), V30 、

V40 、Dmean of rectum decreased separately by 13.4 % 、30.3% 、6.6%(t=4.945、4.455 

8.864,P<0.05),V30 、V40 、Dmean of intestine were reduced by 30.2% 、48.4% 、

2.7%(t=3.972、4.077、9.604,P<0.05).However, the monitor units with once planning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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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d by 12.7%(t=7.028,P<0.05). The dose discrimination of left and right femoral head and 
sacrum have no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Conclusion  The collimator angle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lan quality of postoperative 
cervical carcinoma VMAT. In the process of  Postoperative  cervical carcinoma VMAT planning 
collimator angle Influence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order to reach the more optimized and 
efficient treatment planning. 
 
 
PL-059 

放射性碘-125 粒子气管支架剂量学研究 

 
孙海涛 王俊杰 姜玉良 田素青 吉喆 林蕾 姚丽红 范京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应用计算机三维治疗计划系统计算放射性碘-125 气管支架周围的剂量学分布模型。 

方法 用有机玻璃和固体石蜡制成实验体模，待支架固定好后，行 CT 扫描，将扫描图像传入治疗计

划系统，设计验证计划，选出距离支架中心的最大剂量层面，计算支架表面的径向剂量分布。重复

3 遍测量后，对上述计算结果行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方法 

选择活度为 0.3 mCi、0.4 mCi、0.5 mCi、0.6 mCi、0.7 mCi、0.8 mCi、0.9 mCi、1.0 mCi 的放射

性碘-125 粒子。用有机玻璃和固体石蜡制成实验体模，待支架固定好后，采用 Philips  Brilliance

大孔径 CT 进行扫描，将扫描图像导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发的放射性碘 125 粒子治疗计划系统，

设计计划，选出距离支架中心的最大剂量层面，计算支架表面的径向剂量分布。重复 3 遍测量后，

对上述计算结果行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三次测量结果相对误差 <3%。放射性支架表面的径向剂量随径向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上

述结果提示，应根据治疗目的，结合患者病变长度和直径，参照剂量表，选用适合活度的放射性

125I 粒子。 

结论 本研究测量结果具有较小的不确定性，可为临床应用提供剂量学参考。 

 
 
PL-060 

CT 引导 I-125 粒子植入治疗头颈部复发或转移癌的剂量学分析 

 
孙海涛

1
 陈翔艺

2
 姜玉良

1
 田素青

1
 江萍

1
 孟娜

1
 郭福新

1
 吉喆

1
 范京红

1
 杨瑞杰

1
 王俊杰

1
 

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头颈部复发或转移癌在 CT 引导下使用放射性 I-125 粒子植入治疗的剂量分布。 

方法  选择 10 例 2015 年 1 月至 6 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接受 CT 引导放射性 I-125 粒子植入头颈

部复发或转移癌的患者，计划处方剂量 D90（90%靶区体积接受的剂量）为 100-120 Gy。在 CT

实时图像引导下进针，利用 M i ck 枪后退式植入粒子，粒子针间距 1 cm，平行排列，术后即刻行

CT 扫描，应用北航科霖三维治疗计划系统进行剂量学验证。 

结果  靶区平均体积为 27.69ml，平均植入粒子 39.1 颗，单颗粒子活度为 0.5~0.7 mCi，平均植入

粒子活度 1.03mCi/ml，平均 D90 为 113.08Gy，平均 V100（靶区接受 100%处方剂量的体积百分

比）为 88.39%，平均 V150 是 64.95%。 

结论  CT 引导放射性 I-125 粒子植入治疗头颈部复发或转移癌可以实现预期的剂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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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61 

123 例胸部肿瘤调强放疗计划三维剂量验证结果分析 

 
吴凡 康盛伟 王培 黎杰 唐斌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应用 Delta4 三维剂量验证系统验证 123 例胸部肿瘤固定射野调强放射治疗计划，分析总结三

维剂量验证经验。 

方法 采用 Delta4 三维剂量验证系统对我院实际治疗的肺癌、食管癌、乳腺癌，共 123 例胸部肿瘤

患者固定射野调强放疗计划进行验证，使用 3mm/3%的标准，分析计划整体及其中单个射野的 γ 通

过率，并且分析通过率低的计划及射野的影响因素。结果 肺癌计划验证通过率较低，食管癌和乳

腺癌通过率较高。肺癌计划通过率低于 95%射野集中在 130°～140°，200°～210°，食管癌计划通

过率低于 95%射野射野集中在 130°～160°，200°～210°，乳腺癌计划通过率低于 95%的射野为

210°。 

结论 对比分析射野角度归零验证结果和实际射野角度验证结果发现，部分通过率较低的射野是由

于治疗计划系统不具备添加治疗床功能，治疗床的剂量衰减作用影响验证通过率；加速器多叶准直

器到位精度差和验证模体摆位精度也可能是引起通过率低的原因。 

 
 
PL-062 

四川省基层放疗单位医用直线加速器剂量和机械性能抽样核查 

 
康盛伟 黎杰 肖明勇 廖雄飞 王培 郎锦义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对四川省基层放疗单位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进行剂量和机械性能抽样核查。 

方法 抽样选取四川省 8 家放射治疗单位，对其正在使用的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进行剂量和机械性

能检测，包括 5 台进口加速器，3 台国产加速器，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依据 GB15213-94 的要求执

行。 

结果 14 项检测结果中，未达到国家标准的项目集中在辐射野平坦度、对称性，辐射野光野重合性

方面，其他剂量精度检测和机械精度检测结果均较好。 

结论  亟待加强四川省基层放疗单位医用直线加速器日常剂量精度和机械精度质控工作，完善专业

检测设备和专业人员配置及相关人员培训。需要以四川省放射治疗质量控制中心为依托，积极开展

覆盖全省的放射治疗机质控监督指导工作。 

 
 
PL-063 

基于改进的动态自适应区域生长算法的肝脏三维分割研究 

 
仇清涛 段敬豪 尹勇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结合手动选取的种子点及自动选取的阈值，本研究提出一种改进的动态自适应区域生长的图

像分割算法，旨在实现肝脏的精确三维分割。 

方法  随机选取一套肝脏静脉期增强的 CT 序列图像。首先利用各向异性滤波增强方法对 CT 序列图

像 I 进行增强处理。然后从肝实质中手动选取一初始种子点 S(x,y,z)，将其 26 邻域的灰度均值 Avg

作为种子区域的初始值，计算 26 邻域的方差 ζ 作为阈值。肝脏分割过程采用|I(x,y,z)-Avg|<ζ 作为

生长准则，将符合条件的像素纳入到肝脏区域，并将此像素点作为新的种子点继续分割，直至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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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个肝脏。最后，以高年资放射医师手动勾画的肝脏为标准，结合 DSC(Dice similarity 

coefficient)，分析本算法的分割精度。 

结果  手工勾画的肝脏体积为 1294 cm3，自动分割得到的肝脏体积为 1351 cm3，体积差异为

4.4%。本研究得出的自动分割结果和专家手动勾画的平均 DSC 为 0.94。 

结论  本研究表明采用改进的动态自适应区域生长算法能够分割出连续性较好、精度较高的肝脏组

织。与手动分割相比，本方法不仅节省了大量的分割时间，而且分割结果也有较好的一致性。同

时，本算法中的手动生长准则具有动态性，其生长区域的灰度均值和阈值不断变化，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有效地避免种子点的误选和噪声的干扰。 

 
 
PL-064 

基于直线加速器虚拟源模型的蒙特卡洛剂量计算及在 IMRT 独立

验算中的初步应用 

 
唐斌 康盛伟 王先良 黎杰 王培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研究临床放疗蒙特卡洛剂量计算方法中虚拟源模型的可行性。 

方法  通过蒙特卡洛方法模拟得到记录医用直线加速器机头出射粒子物理特性的相空间文件，分析

提取相空间文件中粒子的种类、能谱及位置分布，建立半经验虚拟双光子源抽样模型。结合并行剂

量计算引擎 GMC，得到 3cm×3cm、5cm×5cm、10cm×10cm、20cm×20cm 和 30cm×30cm 射野

及 2 例临床调强计划的三维水模剂量分布的蒙特卡洛模拟结果，将其与水箱测量结果或医科达

Monaco 计划系统结果比较，以验证基于虚拟源的蒙特卡洛剂量计算的准确性。 

结果  对 5 个射野下的水箱中心轴的百分深度剂量曲线以及不同深度的离轴剂量曲线，蒙特卡洛模

拟结果与测量结果相差在 1%以内。对 2 例临床调强计划， Monaco 计算结果与蒙特卡洛模拟结果

的三维通过率分别为 98.9%和 99.4%（3%/3mm），95.1%和 95.4%（2%/2mm）。 

结论  基于虚拟源模型的蒙特卡洛模拟能得到准确的放疗剂量计算结果。 

 
 
PL-065 

基于 VBM 和 LASSO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发生时间预测研究 

 
尹刚 王培 郎锦义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探索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过程中，大脑结构的变化和脑转移时间之间的关系，利用 Voxel-

Based Morphometric ,VBM 提取大脑结构特征，通过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ator Operator, LASSO 回归方法对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发生时间

进行预测。 

材料方法  2009 年~2012 年在我院治疗的 25 例非小细胞肺癌最终发展为脑转移患者，男性 20

例、女性 5 例，年龄 39~75 (55.3±8.1)。ⅡA 2 人、ⅢA 5 人、ⅢB 8 人、Ⅳ 10 人（UICC 

2009），采集诊断为脑转移之前，从初诊、治疗期及随访期的头部 MRI 影像，用 VBM 完成脑脊

液、灰质、白质分割，全脑 116 区域灰质体积、全脑白质体积、脑脊液体积作为 LASSO 回归特征

输入，以 MRI 获取时间到 MRI 检查到脑转移发生时间之差作为 LASSO 回归因子建立回归模型，

并通过 Leave-one-out cross validation（LOOCV）测试和 Permutation 统计检验。 

结果  通过 LOOCV 测试，原始脑转移出现时间和预测脑转移出现时间之间的相关系数 r=0.834、

p=3.9067e-17, 1000 次 permutation test 统计结果为 p=0< 0.001，预测的平均误差为 120.4±78.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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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利用 VBM 提取的脑结构的特征结合 LASSO 回归方法首次实现了对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出现

时间的预测，LASSO 挑选出的 Consensus feature 和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出现的临床症状有一致

性，说明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过程中确实存在大脑结构的变化，这种结构变化和脑转移出现的时间

有密切的联系。该数学模型对非小细胞肺癌病人的临床治疗方案以及脑转移的干预手段的选择有重

要意义。 

 
 
PL-066 

宫颈癌调强放射治疗独立三维剂量验算的初步应用与探讨 

 
刘潇

1
 尹勇

1
 王莉

2
 卢洁 

1
 陈进琥

1
 

1.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2.山东省立医院 

 

目的  评估自动计划验证系统 Mobius 3D(M3D)在宫颈癌调强放射治疗中进行独立三维剂量验算的

可行性。 

方法  随机选取 20 例宫颈癌病例，将其分别在 Pinnacle(Version 9.2)和 Eclipse(Version 13.5)计划

系统中进行 7 野均分 IMRT 计划设计，达到临床要求后，将两套计划系统中优化的计划分别导入自

动计划验证系统 M3D 中。观察两套计划系统（TPS）在传输计划过程中 ROI 体积的变化，靶区及

危及器官的剂量计算差异，评估自动计划验证系统 M3D 验算计划的精确性。 

结果 评估 ROI 体积均值变化，发现 Pinnacle 计划系统传输到 M3D 中各器官体积差异远远小于

Eclipse，其最大变化差异为 0.22±0.69%，Eclipse 中的最大变化差异为 3.5±1.89%。M3D 中显示

两套 TPS 的靶区及危及器官的剂量计算值差异在±1%范围内，经过 3D 重新计算后，Pinnacle 计

划系统与 M3D 计算结果的差异小于 Eclipse，但其平均差异均在±3%的范围内 。 

结论  利用自动计划验证系统进行计划验证，过程方便快捷，但差异的具体范围仍需要较多的临床

病例研究才能确定。目前，可作为计划的二次检查应用，提高 IMRT 计划验算的精确性。 

 
 
PL-067 

探讨剂量限制结构在多发肝转移螺旋断层放疗计划设计中的作用 

 
王勇 朱夫海 朱峰 吴伟章 

空军总医院 100036 

 

目的 通过在多发肝转移螺旋断层放疗（Tomotherapy）计划设计中添加剂量限制结构

（Dose_limit）从而降低正常肝组织受照剂量，寻求一种能降低肝脏受量的螺旋断层治疗计划设计

方法。 

方法 选取多发肝转移病例 12 例，转移灶 2-18 个，根据病灶位置距 CTV0.8cm 处勾画

Dose_limit，设置优先级高于正常肝脏，通过设置其权重及各限制因子，实现剂量限制。并与不添

加 Dose_limit 计划（对照组）做对比分析，分析两组计划肝脏平均剂量（Dmean）、V40、V30、

V20、V10、V5、靶区适形度（CI 值）、靶区均匀性（HI 值）及治疗时间（T）之间存在的差异。 

结果 通过对比分析，12 例勾画 Dose_limit 治疗计划与未使用 Dose_limit 治疗计划比较， 

Dmean、V40、V30、V20、V10 降低（P=0.000、0.001、0.001、0.001、0.720），V5 增高

（P=0.126），CI 值增高 8.2%（P=0.009），HI 值增高 2.6%（P=0.005），T 缩短

（P=0.000）。 

结论 通过添加 Dose_limit，在计划设计中对其剂量限制，能有效降低正常肝组织受照剂量，提高

CI 值并缩短治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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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68 

IMRT、VMAT 和混合调强技术在颅脑多发转移瘤同步加量 放疗中

的剂量学研究 

 
林秀桐 尹勇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比较颅脑多发转移瘤同步推量放疗中不同照射技术对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学差异，为其临

床放疗技术的选择提供数据参考。 

方法  随机选取本院行全脑同步推量放射治疗的 10 例颅脑多发转移瘤患者的定位影像数据，分别设

计动态 IMRT、双弧 VMAT 和混合调强计划（Hybrid-IMRT），混合调强计划在适形计划的基础上

分别进行三野、四野固定野逆向调强叠加优化，比较三类放疗计划在靶区、危及器官受照剂量及机

器跳数方面的差异。 

结果  在靶区剂量方面，VMAT 计划靶区的 CI 优于 IMRT 和混合调强计划，HI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4 野混合调强与 7 野动态调强靶区的 CI、HI 均无统计学意义。在危及器官保护方面，两种混合调

强计划中的晶体、眼球受量均低于 IMRT 和 VMAT，而脑干和视神经的受量在四种技术中无明显差

异。在机器跳数方面，VMAT<Hybrid-IMRT<IMRT。 

结论  三类技术均可以满足临床要求，容积调强治疗效率最高，Hybrid-IMRT 可以在保证靶区剂量

的前提下更好的保护晶体和眼球，与 IMRT 相比降低了机器跳数，为颅脑多发转移瘤放疗计划设计

提供了一个可以思考和借鉴的思路。 

 
 
PL-069 

食管癌的调强放射治疗剂量学比较 

 
陈香存 王凡 唐虹 洪浩 汪志 李锐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00 

 

目的  在食管癌的调强放射治疗中，射野数目的多少直接影响着靶区治疗的均匀度和适形性以及对

周围的危及器官的保护，本文针对中上段和中下段食管癌分别进行四野和五野的调强放射治疗，对

计划方案的剂量学进行统计学的比较。 

方法  回顾在既往的中上段和中下段食管癌病例中，随机挑选十二位患者，分别运用四个和五个射

野的调强放射治疗计划方案。同时对 IMRT 的靶区运用大致相同 PTVVD95 的剂量和 50Gy 的总剂

量的条件。对比在以上给定相同的剂量条件下，通过剂量体积直方图(DVH)、等剂量体积分布曲线

分布以及计划靶区的适形指数等参数来比较各个治疗方案中计划靶区及危及器官的在剂量学参数上

的差异。 

结果  在食管癌中上段四野和五野的比较中发现，四野中脊髓受到的照射剂量相对偏高，PTV 最大

值在靶区剂量的正常控制范围内，两者中肺的 V5 和 V20 差别不是很大；中下段四野和五野的比较

发现，四野和五野受到的照射剂量均能满足临床的要求，五野相对均匀性更好，但是出于经济的考

虑和已经满足临床剂量参数的要求，选择四野会更合适。 

结论 在食管癌的剂量学比较结果中可得，中上段食管癌选择五野调强放射治疗，靶区的适形度更

好，中下段食管癌选择四野调强放射治疗更具临床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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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70 

非共面野在宫颈癌术后调强放射治疗中的应用 

 
吴骏翔 康盛伟 黎杰 唐斌 吴凡 许敬辉 王培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通过比较共面调强放疗计划与非共面调强放疗计划的剂量学参数，探讨非共面照射技术在宫

颈癌术后调强放射治疗中的剂量学优势以及应用可行性，为非共面照射技术在宫颈癌术后放疗的临

床使用提供数据参考。 

方法  选取 17 例宫颈癌术后患者，其中 ΙΙA 期 5 例，ΙΙB 期 12 例，分别使用常规宫颈癌术后放疗布

野方式和非共面野技术设计放疗计划，比较两种计划靶区的 Dmean、D95、适形指数（CI）、均

匀性指数（HI），危及器官的剂量体积直方图（DVH）以及机器跳数。 

结果 非共面照射技术与共面照射技术在靶区的适形指数和均匀性指数等参数上没有差异，对于小

肠、直肠以及膀胱的 V20、V25、V30、V35 以及 Dmean 均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差异；对于左侧股

骨头，非共面照射技术中的 V10 相比于共面技术减少 42%、V15 减少 60%、V20 减少 74%、V25

减少 79%、V30 减少 84%、V35 减少 80%以及 Dmean 减少 43%；对于右侧股骨头，非共面技术

中的 V10 减少 5.2%、V15 减少 12.6%、V20 减少 21.3%、V25 减少 36.3%、V30 减少 49.6%、

V35 减少 57.3%以及 Dmean 减少 13.9%；非共面照射技术的平均机器跳数比共面技术的减少了

6.2%。 

结论  在宫颈癌术后放疗中，采用非共面照射技术在不影响靶区以及其他重要危机器官的情况下，

明显降低了两侧股骨头的剂量，提高了照射效率以及放疗计划的质量。 

 
 
PL-071 

A Systematic Solution for Eclipse Linac Photon Output 

Factor Ratio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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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niversity of Nebraska Medical Center 
2.Duke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Purpose  Measuring linac photon output factor ratio for Varian Eclipse system commission is a 
time-consuming task. Currently, most physicists perform it manually by individually measuring the 
output factor of each required square or rectangular photon field. For example, for a Varian 
TrueBeam linac, it usually takes hours to finish all fields (e.g., 81 for open field) needed by 
Eclipse for one photon energy mode. Also, it's hard to detect outliers of a few percent in the 
measured output factor ratio by visual inspection. Additionally, the commonly used field 
physical size-based linear interpolation method of the measured output factor can be quite 
inaccurate for very elongated small fields. Because any error in the output factor fed into Eclipse 
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 is systematic, it cannot be canceled by fractionated radiotherapy 
deliveries.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 a novel systematic solution to these problems. The new 
method is highly automated, sensitive to outliers, and can achieve 1% or less relative error when 
interpolating output factor ratio for any rectangular field with a size between 3cm and 40cm. 
Method  We first combined all individual fields required by Eclipse as IMRT segments into a 
single IMRT field (e.g., for Siemens linacs) or grouped all fields through auto-sequencing under a 
QA patient treatment course (e.g., for Varian linacs). Next, we saved the result into a recording 
and verification system for future delivery. This preparation work is only needed once, and it will 
enable us to deliver all fields sequentially by a single click and avoid repeated 
manually adjusting jaw sizes and resetting monitor units. We set up the water tank and ion 
chamber according to the recommendation in the Varian Eclipse User Manual (i.e., SSD=95cm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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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surface with ion chamber at the radiation field center and 5cm under water). This study 
used auto data logging function from Sun Nuclear PC Electrometer. With an appropriately 
selected zero-field-threshold value, the PC-Electrometer will automatically record the total charge 
produced in the ion chamber for each required field and output them into a text file on the control 
PC. The outlier detection and numerical interpolation of an arbitrary rectangular field‘s output 
factor are 
accomplished with the aid of a generalized mean based equivalent square theory developed by 
our group. The new equivalent square parametrizes the output factor much better for all square 
and rectangular photon fields required by 
Eclips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manual individual field measurement approach, once the batch files 
are correctly programmed, our new method can avoid the slow manual field parameter setup, 
monitor unit entering, and the redundant linac self-consistency check, therefore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Because now the end user only needs to do a simple click to perform all 
field measurements and with a computer file with all measured charge values, we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possibility of any human error in field jaw sizes and field monitor unit setting and 
handwriting recording of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ur generalized mean based equivalent 
square formula enables us to parametrize all photon fields with high accuracy and therefore 
achieve better than 1% numerical interpolation accuracy. As an added benefit, it can help 
us quickly detect any outliers with only a few percent error in the data. 
Conclusion Our novel method is highly efficient, with a zero field setting error rate, and entirely 
automated. Our group experience indicates it is very practical in clinical settings. It can relieve 
medical physicists from the labor intensive task of measuring photon output factor ratio during 
stressful Eclipse commissioning time. 
 
 
PL-072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辅助性放疗的剂量学研究 

 
孙颖 阎英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15 

 

目的  近年来随着放疗技术的发展, 为乳腺癌术后放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使得疾病的治疗更加精确

化、合理化。本文就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辅助性放疗技术的选择进行了探究。 

方法  选取 20 例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女性患者，左右乳癌各 10 例，为每位患者分别设计 TOMO

和 IMRT 两种放疗计划，处方剂量均为 50Gy/25 次。所有计划都使 95%靶区体积达到处方剂量要

求。比较两种计划靶区 PTV 的均匀性（HI）、适形性（CI）以及危及器官心脏、肺、胸骨和对侧

乳腺的受量，评价两种治疗方式的剂量学差异。 

结果  左乳癌术后放疗剂量学分析显示, PTV 的 CI 和 HI，TOMO 优于 IMRT 计划。肺受量结果显

示，TOMO 计划的肺 V5、V10、V20 等值较 IMRT 低。心脏受量比较中，V5、V10、V20、V30 

TOMO 均低于 IMRT，V40 二者无统计学差异。对侧乳腺、胸骨受量显示 TOMO 均小于 IMRT。在

右乳癌放疗的剂量学分析中，靶区 PTV 的 CI、HI TOMO 优于 IMRT。心脏、胸骨、对侧乳腺受量

TOMO 均低于 IMRT。 

结论  本研究显示无论是左乳癌还是右乳腺癌患者的术后辅助性放疗计划 TOMO 较 IMRT 提高了靶

区的 CI 与 HI，有效降低了心脏、肺、对侧乳腺及胸骨等正常组织的受照剂量，减少了放疗副反应

的发生风险，其剂量学优势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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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73 

直肠癌术前固定野调强放疗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剂量学比较 

 
刘路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直肠癌术前放疗计划中，比较 5 野调强、7 野调强和容积旋转调强三种放疗（以下分别简

称为 5F-IMRT、7F-IMRT 和 VMAT）技术的靶区剂量分布和危及器官受照剂量。针对不同直肠癌

病灶特征，分析各种放疗技术的特点，为临床放射治疗技术的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顺序选取我院 2013 年收治的 10 例直肠癌术前放疗患者，分别行 5F-IMRT、7F-IMRT 和

VMAT 计划。比较三组计划靶区剂量-体积直方图（DVH）、适形度指数（CI）、均匀性指数

（HI）和危及器官受照剂量。 

      结果 在 CI 上，VMAT 优于 5F-IMRT 和 7F-IMRT，7F-IMRT 略优于 5F-IMRT，CI 分别为

0.88，0.91 和 0.92；三种技术 HI 分别为 1.08、1.06 和 1.08，VMAT 和 IMRT 相比均匀性略低

（p<0.05）。三种技术靶区最高剂量不存在明显差异（p>0.05）。在危及器官剂量中，对于肠道和

股骨头，VMAT 都增加了低剂量区 V10、V20，但在中高剂量区 V30，V40 和 V50 上，受累体积减

小；在膀胱剂量中，VMAT 技术使得膀胱在低或高剂量受累体积上均低于其他两种技术，7F-IMRT

中危及器官剂量介于 VMAT 和 5F-IMRT 之间。对于骨髓，VMAT 技术 30 Gy 以上体积比较 5F-

IMRT 和 7F-IMRT 的体积降低（分别为 14%、19%和 17%）。 

      结论 对于直肠癌术前放疗患者，5F-IMRT、7F-IMRT 和 VMAT 均可达到靶区处方剂量要求，

靶区的剂量适形性和不均匀性都有一定的差异。考虑到靶区位置和大小不同，靶区和危及器官的位

置关系，器官的运动和危及器官的重要性等因素。针对如膀胱，骨髓保护比较重要的患者可以采用

VMAT 技术减少高剂量的体积以减少放射性损伤如放射性骨髓抑制，针对如肠道保护比较重要的患

者可以选择 IMRT 技术，减少罹患腹泻等并发症的概率。 

 
 
PL-074 

最小机器跳数对肺癌调强放疗计划设计的影响 

 
王锐濠 张书旭 谭剑明 梁有腾 李万祯 廖博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放疗中心 510095 

 

目的  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SCLC）调强放疗（IMRT）计划设计中最小机器跳数（MMU）对计划

质量的影响，为在计划设计时 MMU 的设置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 10 例 NSCLC 病例在 Pinnacle 治疗计划系统（TPS）进行 IMRT 设计。MMU 分别取

5MU、8MU、10MU、12MU、15MU、20MU、25MU，每个患者共得到 7 个计划。IMRT 的优化

目标与约束条件与 MMU 为 5MU 的计划保持一致。通过剂量体积直方图评估后，统计分析各 IMRT

计划中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分布相对 MMU 为 5MU 的计划的差异。 

结果  随着最小机器跳数的增加，靶区 V95%和 CI 小幅降低， Dmean 和 HI 小幅增加，但仅在

MMU=25 时，V95%、CI 和 HI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危及器官（如脊髓、心脏、双

肺等）的剂量分布并未出现显著差异（P > 0.05），脊髓的最大剂量 Dmax 略有上升，最多可增加

208 cGy（5.4%）。随着 MMU 的增加，IMRT 计划的总子野数显著减少（P < 0.05），而机器总

跳数也随着减少，当 MMU > 1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总子野数与机器总跳数呈强

相关（r = 0.725，P < 0.01）。 

结论  在使用 TPS 设计肺癌 IMRT 计划时，可适当提高最小机器跳数，在并不引起靶区及危及器官

剂量分布的显著改变的同时，可以达到减少子野数量和机器总跳数，缩短治疗时间，提高治疗传输

效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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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75 

基于 Eclipse 模板库的容积调强计划自动优化初步探索 

 
王小深 徐寿平 丛小虎 杨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治疗科 100853 

 

目的  建立直肠癌放射治疗优化参数模板库，针对不同病人基于模板库提供最优计划模板进行放射

治疗计划自动优化。 

方法  回顾选择 Eclipse 计划系统直肠癌术后患者 68 例，处方剂量为：50Gy/25F。筛选 19 例患者

分别提取其靶区及危及器官有效特征值构成向量，将每例患者最终优化条件保存为模板；选取 15

例直肠癌患者；根据每位患者的组织结构特征值构成的向量，使用 Matlab 根据多维向量相似性原

理，定义 α 值并编辑程序，自动从模板库中选择最优计划模板进行自动优化。将使用最优模板进行

自动优化放疗计划与临床应用计划进行比较。 

结果  2 例计算结果相对临床计划偏差较大。其余 13 例使用最优模板自动计算结果与临床使用计划

的剂量学比较结果为：Coverage：96.7%±0.69%，97.2%±0.88%，P=0.056。CI：0.87±0.02，

0.89±0.01，P=0.004。HI：1.07±0.01，1.06±0.01，P=0.015。膀胱 V40:31.97%±6.15%，

30.76%±7.54%，P=0.302。膀胱平均剂量：32.41Gy±3.15Gy，31.3Gy±3.45Gy，P=0.139。小肠

V40:26.92%±8.77%，22.81%±8.34%，P=0.003。小肠平均剂量：27.61Gy±3.99Gy，

26.56Gy±4.28Gy，P=0.022。左右股骨头平均剂量自动计划略高于临床计划：P=0.118。

P=0.847；13 例患者 α 的数值分别为：2.6678，2.5989，2.5984，2.4858，2.6717，2.7367，

2.7192，2.4817，2.534，2.8546，2.6789，2.5569，2.6331 ；α 与膀胱的 V40 和平均剂量具有显

著的相关性，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649，0.603；随着 α 值的增大，膀胱自动计划剂量相对于临

床计划逐渐减小，膀胱 V40，平均剂量 k（最小二乘法线性拟合 α 值与两种计划方法临床结果比值

的斜率）分别为 0.8337,0.4585；其余参数没有显著相关性，但是除小肠外随着 α 值的增大，各项

参数皆具有接近并超越临床数值的趋势。 

结论  基于模板库最优模板的自动计划设计计划所得结果略差于临床应用计划，但满足临床要求；

随着 α 的增大使用模板优化计划质量接近并优于临床计划。并且需进一步统一模板质量及增加模板

数量进行临床研究。 

 
 
PL-076 

胎儿在食管癌放疗中受辐射照射的剂量分析 

 
王玉龙

1
 蔡方

1
 霍霄鸥

1
 冯炎

2
 

1.山西省太原市中心医院 

2.复旦大学医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目的  通过实时监测接受放射治疗中食管癌妊娠母中胎儿受辐射照射的剂量，采取预防措施，减少

辐射损伤。 

材料与方法  患者 1 例、女性、45 岁、食管中段鳞状细胞癌，给予该女性患者进行 6mv-X 线 3 个

照射野等中心适形放射治疗，每周 5 天，每天一次，每次给予食管癌病灶区 DT2.0Gy（ 95%的等

剂量线）。放射治疗一周（DT10Gy）后患者发现妊娠，本人拒绝采取中止妊娠措施，要求继续放

疗 4 周多，总共给予 28 次放疗，总剂量 DT56Gy。患者在第二周第三次放疗时，把等间距 1cm 各

一枚、共 5 枚 TLD（热释光剂量探测器）植入一根有机软管内固定，将该软管放置于直肠内紧贴前

壁进行实时受辐射检测；另外又用电离室计量仪通过拟人体模测量胎儿所受的辐射量，体模测量是

通过在标准人体仿真体模模仿放疗状态时实现的。 

结果  TLD（热释光剂量探测器）监测结果显示胎儿受到食管癌病灶区放射剂量的 0.083%，相当于

在整个 46Gy 中受到了 3.8cGy；而拟人体模电离室计量仪检测胎儿区受辐射剂量结果显示为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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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放射剂量的 0.072%~0.081%，较 TLD 监测结果偏低，,相当于在整个放射治疗过程中胎儿受辐

射照射 3.3cGy~3.7cGy。 

结论  若未加屏蔽胎儿在整个 46 Gy 放疗中可能受到了 3.8cGy 辐照。由于在妊娠早期放疗期间并

没有使用遮挡物及屏障，尽管胎儿距照射野底部辐射的距离较远、胎儿所受的辐射剂量远小于病灶

靶区的剂量，若假设存活胚胎所受到的辐射没有发生显性生物机体畸形而出生，受到辐射的婴儿癌

症发生率仍然可能大于正常的婴儿。 

 
 
PL-077 

基于 EpiBeam 实施患者 VMAT 计划验证的临床分析研究 

 
杨涛 徐寿平 解传滨 从小虎 王小深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一种基于 EPID 剂量验证的 EpiBeam（DOSIsoft S.A.）软件临床应用，拟评价 EPID 和

Arccheck 系统在患者容积旋转调强剂量验证中结果的差异，从而分析其临床价值。 

材料与方法  随机选取 40 例实施 VMAT 治疗的患者计划，其中头颈、胸部、腹部及盆腔各 10 例。

通过 Varian Eclipse TPS 生成相应患者 VMAT 验证计划，采用配备非晶硅 EPID 的 Varian Clinac 

iX 加速器实施照射,先后利用 EPID 和 Arccheck 进行数据的采集，分别相应地使用 EpiBeam 和

SNC Patient 软件对采集的数据给予比对分析,得到其 γ 通过率（采用 3mm/3%，阈值为 10%）进

行定量评价分析。 

结果  两组通过率数据体现了较好的一致性。40 组患者数据的 γ 通过率 EpiBeam（98.91±1.34%）

略高于 SNC Patient（98.8±1.21%）的分析结果，但没有统计学差异（p=0.613）；胸部

（98.14±2.21% vs 98.67±1.49%，p=0.286）和腹部（98.94±1.08% vs 99.25±0.76%，p=0.245）

γ 通过率结果 EpiBeam 均略低于 SNC Patient，但均没有统计学意义；头颈（99.18±0.68 vs 

98.66±1.64，p=0.373）和盆腔（99.41±0.50 vs 98.61±0.77，p=0.017）γ 通过率 EpiBeam 则略好

于 SNC Patient，但盆腔部结果具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两种不同的剂量验证和分析工具均能较好而准确地完成患者 VMAT 计划的质量保证。基于

EPID 和 EpiBeam 系统剂量验证和分析工具可使验证流程更加简洁方便，提高了工作效率；

EpiBeam 可在线、自动分析和保存 QA 结果，便于统计与分析,大大减少了临床的工作量，确保

VMAT 计划有效地执行。  

 
 
PL-078 

多目标优化算法在食管癌 VMAT 计划中的应用研究 

 
贾丽洁 李定杰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多目标优化（MCO）算法在食管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划中的应用可行性。 

方法  选取 10 例胸中上段食管癌病人，在 Raystation 治疗计划系统，分别采用 DMPO 和 MCO 算

法进行 VMAT 计划优化，处方剂量 60Gy/30 次，比较两种优化算法得到的治疗计划之间的剂量学

参数和计划执行效率。 

结果 DMPO 和 MCO 算法得到的计划结果均能满足临床剂量要求。两者 PTV 剂量参数 D98%、

D2%、HI 和 CI 相似（P>0.05）。VMAT-MCO 计划肺的 V20和 Dmean、心脏的 V30、V40和 Dmean低

于 VMAT-DMPO 计划，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其他危及器官剂量无明显差异。VMAT-

MCO 计划设计时间比 VMAT-DMPO 减少 30%，两者执行效率无明显差异。 

结论  对于胸中上段食管癌 VMAT 计划，DMPO 算法相比，MCO 算法可在保证靶区剂量的同时，

得到更低的危及器官剂量，并且在临床应用上明显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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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79 

Influence of oral contrast agent on dose calculation of 

radiotherapy treatment planning for pancreatic cancer: a 

multi-factor systematic analysis based on 3D conformal 

radiation therapy and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Zhu Feng,Wu Wei-Zhang,Zhu Fu-Hai,Wang Yong,Ren Gang,Wang Ying-Jie,Xia Ting-Yi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The Airforce General Hosptical， Beijing 100036 

 

Purpose  The primary purpose of our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dosimetric influence of oral 
contrast medium used for pancreatic cancer radiotherapy treatment planning. Furthermore, a 
multi-fact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dose influence intension related to different 
level of contrast density and varied radiation technique was accomplished. 
Material/Methods  From 09/2015 to 04/2016, a total of 10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pancreatic cancer and no remote metastasis were enrolled in our study. Candidates were given 
250ml of diluted solution consisting 3% iopamidol 15mins before CT scanning, with a slice 
thickness of 3mm and inter-slice gap of 3mm. After that enhanced CT images were sent to 
Monaco workstation for structure delineation firstly. The gross target volume (GTV) was defined 
as optical pancreatic gross tumor. The clinical target volume (CTV) was defined as GTV plus a 
margin depending on tumor location and status, and the planning target volume (PTV) was 
defined as CTV plus a 5mm margin. The PET/CT image should be fused to CT image and used 
to confirm the target volume if necessary. Organ at risks (OARs) like liver, kidney, spinal cord, 
and especially the stomach and duodenum must be countered precisely. Contrast volume (CV) in 
the gastrointestinal region should be countered too, using threshold auto-counter function with 
an appropriate Hounsfield Unit (HU) value of >10. In our study, we simulated 4 branches of 
treatment plans as 5-beam conformal radiotherapy (5b-CRT), 7-beam conformal radiotherapy 
(7b-CRT), 9-beam conformal radiotherapy (9b-CRT), and 2-arc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VMAT) for each patient. For each plan, 8 QA-plans were designed keeping all parameters the 
same except the HU value of CV were forced filled with 8 bulk of HU from 0HU(ED=1.0) to 
1000HU (ED=1.54). Finally, dose distribution of isolate plan was compiled and compared. We 
define the planned dose with CV HU value of 0 the baseline of non-enhanced CT. The 
deviation of other enhanced CT dose was analyzed in detail. 
Results  The scanned CT image showed an average CV enhanced value of HU varied from 
100HU to 347HU, responding to a variance of electron density from 1.07 to 1.18. No significant 
CT article was appeared in this range, and a clear boundary between bowel and carcinoma could 
be achieved if the CV HU value > 100HU. The analysis warranted that as CV HU enlarged from 
0HU to 1000HU, the dose deviation of target volume was linearly overestimated but the 
percentage difference was quite small. Take one individual as example, for 5-beam CRT plan, the 
dose percentage difference of GTV changed from 0.19% (HU=100) to 1.58% (HU=1000) for 
Daverage, and from 0.08% (HU=100) to 0.99% (HU=1000) for D95, and from 0.8% to 2.15% for 
D5. The average dose deviation between original enhanced CT and non-enhanced CT of 
Dmean for GTV, CTV, PTV, stomach, duodenum, kidney and liver were 0.29%, 0.28%, 0.33%, 
1.02%, 1.55%, 0.12%  and 0.36% for 7-beam CRT, and 0.21%, 0.21%, 0.23%,  0.88%, 0.99%, 
0.1% and 0.53% for 9-beam CRT, and 0.20%, 0.19%, 0.17, 0.77, 1.04%, 
0.16% and 0.36%for VMAT individually. A qualitative analysis showed a decline trend of dose 
deviation if more beam and more modulation ability for planning technique used, and an increase 
trend if higher enhancement value employed in CV. Dose in target volume showed a relatively 
smaller deviation compared with that in OARs. However, all percentage difference was smaller 
than 1% if enhancement level kept in a suitable level and a whole picture gamma index analysis 
indicated 100% pass rate for 2%/2 mm criteria. One condition to note was extremely high 
enhancement like HU>800, in which the dose deviation could extend 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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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e dosimetric influence of oral contrast medium for pancreatic cancer 
radiotherapy was clinically negligible if the enhanced electron density was controlled in 
a reasonable zone.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dicated the dose deviation was smaller than 1% if 
CV enhanced HU value <500, while in clinical the oral contrast image could identify the boundary 
accurately since HU value is around 200. Furthermore, a more complex and powerful modulation 
technique can reduce the deviation. 
 
 
PL-080 

TOMO 加速器在两段全身放疗（TBI）中上下靶区间距的研究 

 
王海洋 郭跃信 李国文 张旭东 孔繁阳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通过一例 TomoTherapy（HT）全身照射病例，将其分两段照射的上下靶区按不同间距的计

划叠加在一块，分析不同间距下靶区衔接处的剂量分布情况，寻找最佳的靶区间隔距离。 

方法  选取一例身高为 120cm 左右的急性白血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使用 Siemens Definition AS

定位 CT 进行扫描，层厚 5mm，从颅顶扫描至脚趾，同时在髌骨上方 10cm 附近放置铅丝，作为上

下两段靶区的分割线。在 Eclipse 医生工作站进行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勾画，其中上下靶区在铅丝分

割处依次分别同时收缩不同间距，然后传至 TomoTherapy 计划工作站进行计划设计，其中铅门宽

度 5cm，调制因子 1.8，螺距 0.43，其余计划参数都保持一致，将设计好的计划分别对应叠加在一

起，依次分析不同靶区间隔距离所对应靶区衔接处的剂量分布情况，从而选择出最佳的靶区间隔距

离。 

结果  通过比较不同间隔距离时所对应的靶区衔接处的剂量分布，发现间隔为 5cm 时靶区衔接处的

剂量最佳，当间隔大于 5cm 时靶区衔接处的剂量明显不足，当间隔小于 5cm 且逐渐变小时靶区衔

接处的剂量明显超过处方剂量且逐步增大。 

结论  基于上面的分析结果，对于 Tomo 加速器在进行两段式 TBI 治疗时，在勾画上下靶区时应距

铅丝分割线各内收 2.5cm 距离，即靶区间距为 5cm，这样就能保证在进行两段 TBI 治疗时靶区衔

接不会出现剂量冷热点，保证了治疗的准确与安全。 

 
 
PL-081 

VMAT 和 IMRT 技术在乳腺癌保乳术后同步推量中的剂量学比较 

 
任晔 王宗烨 徐峰超 单改仙 戴卓捷 崔迪 苏晓明 

北京解放军第 306 医院 100101 

 

目的  乳腺癌是中国女性最常见的癌症。70%~80%的乳腺癌患者术后需要放疗。保乳术后放疗剂量

分布要求均匀以满足乳腺美容效果，同时尽可能减少对周围正常组织的照射。现行的 IMRT 技术有

效提高了靶区剂量覆盖,降低周围正常组织受量；VMAT 是在 IMRT 基础上的容积动态旋转调强技

术。本文通过比较保乳癌术后全乳照射 VMAT 和 IMRT 剂量分布特点,评估 VMAT 技术在剂量学特

点和应用能力。 

方法  随机选取 10 例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采用乳腺托架固定。VMAT 和 IMRT 计划分别在

Monaco5.1 计划系统上完成。IMRT 计划以内外侧切线野和各向内偏差 30°四野照射。VMAT 计划

的射野起始角度为 140°，终止角度为 320°，弧长 180°。蒙卡计算方法，其他条件两者参数相同。

两组处方剂量均为 PTV50Gy/25f、PGTV60Gy/25f，所有计划剂量均归一至 95%靶区体积达到处

方剂量要求。评估两种计划靶区剂量适形度(CI)、均匀性指数(HI)，并比较左侧肺 V5、V10、

V20、V30、V40 及右侧肺 V5、V10，心脏 V5、V10、V30、V40 的评估指标。另外对比两组计划

的 MU 与治疗时间。两种计划分别由 IBA 公司的验证系统实际验证，γ 分析（3mm，3%）通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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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达到 95%以上。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处理，计量数据以 x±ｓ表示，参数间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 

结果  VMAT 计划中靶区剂量的适形度明显优于 IMRT（P<0.05），平均剂量（Dmean）也表现出

相对的优越性；而患侧肺 V5、V10、V20，健侧肺 V5，心脏 V10、Dmean 及健侧乳腺 V5、V10

稍高于 IMRT 组（P<0.05）。VMAT 的平均治疗时间缩短了 68%。 

结论  对于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VMAT 和 IMRT 计划各具优势，IMRT 计划对于正常组织的保护有

明显优势，而 VMAT 计划在剂量适形度上优势突出。在本组患者的 VMAT 计划中计划弧长为

180°，随着射野角度的增加，增加了周围器官的放射剂量。由于 VMAT 技术为全动态出束，根据

靶区形状在任意方位上给与不同剂量率、不同强度的射线；尤其在形状不规则及靶区与危机器官交

接部位，VMAT 技术可以更好的均衡剂量补偿，并且 VMAT 技术减少了患者由于治疗时间过长而

引起的分次内摆位误差，在患者体位重复性与治疗精准上也是有益的。 

 
 
PL-082 

二维、三维探测器阵列在 QA 中的应用 

 
易海云 夏兵 李光 姚雷 张硕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对比分析 MatriXX 与 Delta4 在放疗计划 DQA 中的 γ 通过率，为日常 QA 工作质控设备的选

择提供参考意见。 

方法  用东芝 CT 分别扫描 MatriXX+Multi-cube 模体、Delta4 模体影像导入 Raystation 治疗计划系

统,计算获取患者计划（50 例 VMAT）在模体上剂量分布的计算数据；QA 模式下执行患者计划，

测量获取患者计划在模体上剂量分布的测量数据，软件分析测量与计算的剂量分布图，得出 γ 通过

率值。对比分析用 MatriXX+Multi-cube 模体与 Delta4 模体分析得出的 γ 通过率值，给出结论。 

结果  MatriXX 与 Delta4 的 γ 通过率（均为百分数）如下：（1）3-3% Global：99.66±0.58 与

99.98±0.06; （2）2-2% Global：97.63±2.56 与 99.04±1.09；（3）3-3% Local：96.71±2.57 与

99.21±0.80;（4）2-2% Local：89.27±5.92 与 95.19±2.84；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除了 MatriXX 

2-2% Localγ 通过率低于 90%以外，其他数据全部高于 95%，即 MatriXX 也可用于进行 VMAT 计

划的验证；此外，MatriXX 的所有 γ 通过率数值都低于 Delta 的结果，且 MatriXX 的 γ 通过率离散

度大于 Delta4 的，这说明用 Delta4 进行 DQA 的通过率数值更稳定。 

结论  在放疗计划质控中，三维探测器阵列 Delta4 比二维探测器阵列 MatriXX 更有优势，但

MatriXX 也可以用于做 VMAT 计划的验证，此外，二者 γ 通过率数值统计结果离散度差别超预期，

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PL-083 

鼻咽癌容积旋转调强多叶准直器叶片位置误差分析研究 

 
李成强 陶城 卢洁 尹勇 

山东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研究鼻咽癌容积旋转调强计划执行过程中多叶准直器叶片的位置误差，验证一种检测叶片到

位精度的方法。 

方法  随机选取 32 例鼻咽癌容积旋转调强双弧计划，使用 Argus 软件提取在 Varian Trilogy 加速器

上计划实际执行时的 Dynalog 文件，比较叶片实际位置与计划位置间的差别。 

结果  所有计划±2mm 位置误差以内的叶片占比 99.99%，±1.5mm 位置误差以内的叶片占比

99.90%，±1mm 位置误差以内的叶片占比 99.07%，±0.5mm 位置误差以内的叶片占比 93.98%。

第一个治疗弧（顺时针 181°~179°）与第二个治疗弧（逆时针 179°~181°）的叶片位置误差范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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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2.95～2.99mm 和-0.22～0.23mm（t=2.35，p<0.01），±1mm 位置误差以内的叶片占比分别

为 98.08%和 100%。Bank A 与 Bank B 的叶片位置误差范围分别为-2.95～2.68mm 和-2.92～

2.99mm（t=1.64 ,p=0.31），±1mm 位置误差以内的叶片占比分别为 98.97%和 99.01%。 

结论 容积旋转调强计划执行中，叶片到位精度在误差控制范围内，多个治疗弧计划验证时需要考

虑对治疗弧分别验证，日志文件分析可作为加速器叶片到位精度检测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PL-084 

Monte Carlo based verification of high energy X-ray 

beams in the presence of thorax phantom: comparison with 

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 algorithm. 
 

zhu feng
1
,Robin Hill

2
,Wu Wei-Zhang

1
,Xia Ting-Yi

1
 

1.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The Airforce General Hosptical， Beijing 

2.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Australia and Institute of Medical Physics，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Purpose  Essential accurate dose delivery is quite an important part for thorax region 
tumor treatments. Therefore an precise simulation of dose distribution in patient body is strongly 
required for treatment plan before irradiate. Recently several extensive used algorithms like 
anisotropic analytic algorithm (AAA) is packaged in radiotherapy 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 used 
in hospital to simulate dose distribution. However these are proved to be less accurate when 
simulation a heterogeneous materials. Therefore, a predictable research of how well AAA 
algorithm are performed in thorax tumor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Monte Carlo based simulating 
results is necessary. The main purpose of our study is to make comparison between Monte Carlo 
simulation results of specified beam models and AAA calculation results performed on a 
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 then figure out where and how AAA appears estimation errors.  
Methods  The Monte Carlo results are calculated with BEAMnrc and DOSXYZnrc user codes 
and before used in CIRS thorax phantom. Firstly the MC parameters must be characterized by 
measured data in water phantom to build up original machine source model. Secondly, 6MV 
photon beam and 15MV photon beam was simulated in filed size of 
10X10cm

2
 and20X20cm

2 
both using MC with EGS4nrc and AAA with TPS. the PDD and off-axis 

profile was exported and compared then. Gamma index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compare the 
dose deviation in a whole picture. 
Result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in heterogeneous phantom, the AAA dose calculation 
algorithm is not as accurate as MC simulation. It showed an underestimation of up to 5% dose in 
lung region and overestimation of up to 3% in muscle material near lung-muscle interface behind 
a lung region. In practical a greater difference occurred for the lower x-ray beam energies. Also, 
in bone region, AAA overestimated the dose in bone region by 4% on average and the difference 
was bigger in low energy models. 
Conclusion  It is indicated that in heterogeneous phantom, the AAA dose calculation algorithm is 
not as accurate as MC simulation. It showed an underestimation of up to 5% dose in lung region 
and overestimation of up to 3% in muscle material near lung-muscle interface behind a lung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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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85 

不同 CT 层厚对胸腹部肿瘤靶区和危及器官剂量的影响 

 
何亚男 罗焕丽 靳富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400030 

 

目的  研究不同 CT 层厚对靶区体积和剂量的影响，为临床根据肿瘤部位选择 CT 层厚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胸腹部肿瘤患者 16 例，获取 2mm 层厚 CT 影像传至 TPS 计划系统中，分别重建得到层

厚为 4、6、8、10、12mm 的 5 组影像。由医生在 2mm 层厚影像上勾画靶区和危及器官，将其复

制到其余各组影像中。在 2mm 层厚设计 IMRT 和 VMAT 计划，处方均为 PTV50Gy/25f，然后将计

划分别复制在另外 5 组影像中，统计不同层厚中靶区剂量的均匀性、适形度，危及器官受照剂量，

并以 2mm 层厚数据为基准加以分析比较。 

结果  随着层厚增大，靶区的 CI、HI 值相对于 2mm 层厚呈变大趋势，在 10mm、12mm 层厚有统

计意义（P<0.05）；而心脏、肺、脊髓、小肠、膀胱这类体积较大的危及器官受量随着层厚变化

影响不大，直肠、股骨头这类体积较小的危及器官受量随层厚增大变化明显，在 12mm 层厚有统

计意义（P<0.05）。 

结论  较小层厚更能满足临床对于胸腹部肿瘤的靶区 CI、HI 值的要求，且小体积危及器官受量统计

在较小层厚时更精确。 

 
 
PL-086 

多发脑转移癌容积弧形调强与适形调强的剂量学对比研究 

 
龙斌 谢悦 蒋勇 李淑杰 邱大 王颖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400030 

 

目的  探讨多发脑转移癌在治疗中容积弧形调强放疗（VMAT）与适形调强放疗（IMRT）的剂量学

特点。  

方法  选择 60 例确诊的多发脑转移癌患者纳入本研究。所有患者均采用全脑放疗加 GTV 后期加量

技术给予处方剂量，全脑放疗 30 Gy/10F，病灶加量 20Gy/10F。每例患者采用同样的剂量学条件

限制，分别进行两弧容积弧形调强计划与调强计划设计。通过其剂量学分析评估：①靶区覆盖，均

匀性及适形度。②危及器官（OAR）剂量分布。③机器跳数。 

结果  两组治疗计划均能满足临床要求，靶区覆盖良好，均匀性及适形度相似。部分 OAR 剂量分

布存在差异，两组眼球、晶体、视神经、视交叉、腮腺、脑干及外耳道的平均受照剂量相似，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眼球、晶体、腮腺及外耳道 VMAT 组的最大剂量小于 IMRT 组（眼

球 P=0.024，晶体 P=0.033，腮腺 P=0.025，外耳道 P=0.046）。VMAT 组有更少的机器跳数

（P=0.017），照射时间更短。 

结论  VMAT 技术可以满足临床对于多发脑转移瘤的大剂量放射治疗的计划要求；两种方案在靶区

适形度、靶区均匀性无明显差别；VMAT 组的眼球、晶体、腮腺及外耳道最大剂量更低；VMAT 在

缩短照射时间方面更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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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87 

螺旋断层放射治疗在全中枢放射治疗中的剂量学研究 

 
刘娟 高山宝 李双双 孔炜伟 周霞 闫婧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评估螺旋断层放疗(TomoTherapy)在全中枢放射治疗中的剂量学特点，为 TomoTherapy 技术

进一步深入运用于临床工作提供参考数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3 月～2016 年 3 月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收治的 5 例全中枢放

疗患者，在 Pinnacle3 8.0m 系统上勾画靶区及危及器官（organs at risk, OAR）后,传输至

TomoTherapy 治疗计划系统(Planning Station Version5.0.5.18), 给予全中枢照射剂量 1.8～2.0Gy/

次，每日 1 次，共治疗 15 次，总剂量 27～30Gy。根据 RTOG02-25 标准对 OAR 剂量的限制，进

行计划优化，要求 96%的靶体积达到处方剂量，计划完成后,对靶区的均匀性指数、适行指数、等

剂量曲线覆盖程度、剂量体积直方图分布和危及器官平均剂量、最大剂量及体积分数进行分析。 

结果  PTV 受照的最大剂量(Dmax)、98%的 PTV 体积受照剂量(D98)、平均剂量(Dmean)分别是

29.71～32.81Gy、26.5～30.13Gy、27.74～31.52Gy，靶区剂量均匀性指数(homogeneity index，

HI)和靶区适形度指数(conformity index，CI)分别是 0.05 和 0.84。在 OARs 方面，左右侧晶状体的

Dmax 分别是 4.61Gy 和 3.90Gy；左右侧腮腺的 Dmax 分别是 14.61Gy 和 13.44Gy；全肺的 V5、

V10 和 Dmean 分别是 39.04%、6.59%和 5.42Gy；心脏的 V5 和 Dmean 分别是 27.51%和

4.91Gy；肝脏的 V5、V10 和 Dmean 分别是 35.76%、2.08%和 4.88Gy；左侧肾脏的 V5、V10 和

Dmean 分别是 93.61%、1.77%和 6.72Gy；右侧肾脏的 V5、V10 和 Dmean 分别是 93.83%、

2.59%和 6.81Gy。 

结论  TomoTherapy 在全中枢放射治疗中，可以在较好保护周围正常组织，并具有优越的剂量分布

及适形性；可以在最大截面直径和长度的靶区范围内照射，不受加速器射野大小的限制，无多中心

射野之间的衔接问题，且其作为图像引导放射治疗，保证了每次治疗的精准度，值得推广使用。 

 
 
PL-088 

螺旋断层放射治疗与 X 刀放射治疗在肺部肿瘤立体定向放疗中的

剂量学比较 

 
李双双 高山宝 刘娟 孔炜伟 周霞 刘宝瑞 闫婧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分析、比较螺旋断层放射治疗(以下简称 TOMO)和 X 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以下简称 X 刀）

在肺原发及肺转移肿瘤患者立体定向放疗中剂量学差异。 

方法  选择 2015 年 3 月～2016 年 3 月本中心收治的 14 例直径≤5cm 的肺原发及肺转移肿瘤患者,

将其 CT-Sim 图像在 Pinnacle3 8.0m 计划系统内分别勾画出肿瘤体积(gross tumor volume, 

GTV)、临床靶体积(clinical target volume, CTV)、计划靶体积(planning target volume, PTV)和周

围危及器官(organ at risk, OAR)(如：肺、心脏和脊髓)，PTV 剂量为 4～10Gy/次，每天或隔日 1

次，共治疗 5～15 次，然后分别采用 TOMO 和 X 刀治疗计划系统进行计划设计,根据 RTOG02-25

标准限制危及器官（organs at risk, OAR）剂量，分别对靶区的适行度指数(conformity index，

CI)、剂量体积直方图（dosevolume histogram, DVH）分布和危及器官最大剂量及平均剂量，采用

SPSS16.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在靶区方面，TOMO 计划的适行度指数优于 X 刀计划，更接近于 1，且有统计学意义（P＜

0.05）。在 OARs 方面,TOMO 计划和 X 刀计划的双肺 V5、V10、V20 分别是 17.30±10.76%、

7.17±6.62%、4.70±4.35%和 10.13±6.76%、4.34±3.12%、2.72±2.35%，TOMO 计划高于 X 刀计

划（P=0.009、P=0.001、P=0.037）；二者的 V30 和平均剂量 Dmean 分别事 2.0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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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2.37Gy 和 2.78±2.07%、2.21±1.47Gy，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431、P=0.221）。其中脊

髓最大剂量 Dmax 分别为 9.17±4.58Gy 和 3.42±1.87Gy，有统计学意义（P=0.01）。心脏的平均

剂量 Dmean 分别为 4.52±4.46Gy 和 2.90±2.28Gy，无显著性差异（P=0.584）。 

结论  对于直径≤5cm 肺原发及转移灶,X 刀放疗计划在满足照射剂量的基础上，采用圆形限光筒、

非共面照射可较好保护周围正常组织。但受到限光筒大小的限制，对于 5cm 以上的肿瘤无法较好

的实施照射。而 TOMO 治疗是不受肿瘤大小限制的。 

 
 
PL-089 

Graves 眼病 3D-CRT、IMRT 和 VMAT 放疗剂量分布的 比较 

 
单改仙 王宗烨 任晔 苏晓明 徐锋超 

解放军 306 医院 100101 

 

目的  对放疗中 3D-CRT 照射技术、IMRT 照射技术和 VMAT 照射技术的剂量分布及其相关参数进

行比较, 以指导临床选择更优的放射技术治疗 Graves 眼病。 

方法  从医院临床数据库中随机抽取 20 例诊断明确且接受放射治疗的 Graves 眼病（双侧）患者，

采用精确定位技术，通过螺旋 CT 扫描获取定位图像，得到球后靶区及其周围组织的三维数据，然

后均采用三维适形( 3D-CRT)照射技术、逆向调强（IMRT）照射技术和容积旋转调强（VMAT）照

射技术进行治疗计划的设计，比较计划靶区(PTV)和危及器官双侧晶体（L-LEN 和 R-LEN）的剂量

分布图、剂量体积直方图和相关的剂量学参数。 

结果  对于计划靶区 PTV 的 V95%、Dmax、Dmin、Dmean、适形指数 CI 和均匀性指数 HI，三种

照射技术之间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于双侧晶体的参数 Dmin、Dmean 和

Dmax，IMRT 技术和 VMAT 技术二者与 3D-CRT 技术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

IMRT 技术与 VMAT 技术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VMAT 照射技术在剂量学的分布上整体优于 3D-CRT 照射技术和 IMRT 照射技术，它不仅有

较好的靶区适形度，而且正常组织晶体的受照剂量也很低。为患者临床放射治疗 Graves 眼病时提

供了新的选择。 

 
 
PL-090 

子宫颈癌精确放疗中膀胱体积变化对靶区位置和剂量的影响和尿

流率分析 

 
罗焕丽 靳富 王颖 杨丁懿 尹黎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400030 

 

目的  评估子宫颈癌放疗中膀胱充盈变化及其如何高效性地维持膀胱体积恒定，以减少其运动对剂

量分布的影响，进一步提高子宫颈癌的放疗精度。 

方法  首先，基于标准膀胱模体和实际收集尿量评估便捷式膀胱扫描仪测量精度。其次，选取了 22

例子宫颈癌 IIb 期患者（13：9）。对照组定位和每次放疗前 1 小时排空膀胱后立即饮水 500 mL；

实验组定位和每次放疗前 1 小时排空膀胱后饮水量与定位时膀胱体积有关。CBCT 扫描方案采用每

隔一天获取一次 CBCT 影像。课题进行中，记录排尿喝水、测量、CBCT 等相关的所有时间。 

结果  膀胱扫描仪测量偏差在 1.36%~2.5%。与 CT、CBCT、实际尿量及 iU22 相比，膀胱扫描仪

测量相关系数在 0.91~0.96 之间。对照组中，与定位时比较，膀胱体积平均变化-36.1%±42.3%；

实验组中，膀胱体积变化较小，平均变化 5.2%±21.5%。放疗前后的膀胱体积变化为

68.58±56.09 mL，间隔 24.32±8.15 min。膀胱体积变化在 SI 方向影响较大，腹背和左右方向影响

较小。对照组：靶区在头脚方向偏移 0.3 ~6.2 mm，CTV-PTV 边界头脚方向上 11.1 mm；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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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靶区在头-脚方向上的位移 0.1~3.0 mm，CTV-PTV 边界 6.4mm。基于结构质心偏移分析发

现，GTV 靶区质心偏移与膀胱质心偏移有显著关联。 

基于 CBCT 影像的剂量分析发现，膀胱体积恒定时，分次治疗时的适形指数 CI 及剂量分布均匀指

数 HI 与计划值基本一致。实验组中膀胱被辐照体积和辐照剂量都明显小于对照组。 

实验组患者整个放疗中，75.2%分次需要多次测量，才到达与定位时一致的膀胱体积。为减小工作

量，基于收集的膀胱体积和时间，分析了尿流率。患者的尿流率呈现个体差异，

3.55±0.88ml/min ，这与患者的年龄有显著相关(R = -0.68, P < 0.05)，与饮水量有显著相关(R = 

0.81, P < 0.05)，没有发现与 BMI 有显著关联(R = 0.36, P > 0.05)。 

结论 （1）恒定的膀胱体积会显著减小靶区在头-脚方向上的摆位偏差，显著减小该方向上的 CTV-

PTV 外扩边界。（2）恒定的膀胱体积可以通过―膀胱充盈指令+膀胱体积三维监测+CBCT‖模式获

取。（3）膀胱体积三维监测时，可以通过建立的尿流率模型，预测膀胱体积变化，减少放疗技师

的测量工作量。 

 
 
PL-091 

基于 LabVIEW 的脑转移全脑减症放疗安全管理系统设计 

 
柳先锋 靳富 何亚男 钟明松 罗焕丽 邱大 李超 杨含 何光雷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400030 

 

     脑转移患者一般具有运动困难及感知功能异常，全脑减症放疗是其标准的治疗方式。在医用加

速器治疗室接受全脑减振放疗期间，脑转移患者的安全尤为重要。当病人被独自固定于治疗床在封

闭的治疗室接受治疗时，其易出现危及情况，如头疼，痉挛，麻痹和失语。另外，放疗中必要的治

疗附件在没有准确识别的前提下会出现医疗事故。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机技术在医

疗行业广受欢迎。本文设计了基于 LabVIEW 的安全系统监控脑转移患者的整个全脑减症放疗过程,

并通过实验检测了系统的可行性。结果表明该系统能有效提高脑转移患者全脑减症放疗过程中的安

全性。 

 
 
PL-092 

基于海马保护的螺旋断层调强放疗在全脑放疗中的应用研究 

 
郭启帅 谢悦 樊春波 张蕴蕴 雷倩倩 万跃 王颖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400030 

 

目的 探讨 HT、IMRT 及 VMAT 三种放疗技术在全脑放疗海马保护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6 月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伴脑转移患者 30 例。将 CT 定位图像与

MRI 图像进行融合，勾画海马结构，外扩 3mm 边界形成减量区域，处方剂量为 95％PTV 

37.5Gy/15 次，95％PGTV 45Gy/15 次。分别采用 HT、IMRT 及 VMAT 三种模式进行放疗计划制

定，比较三种模式靶区及海马区剂量分布。 

结果  HT 计划海马的平均剂量为 8.86±0.26Gy，外扩减量区平均剂量为 10.72±0.38Gy，较处方剂

量分别降低 76.4±0.7%和 71.4±1.0%，海马最大剂量 11.36±0.43Gy，平均处方剂量覆盖为

94.86±0.57%；IMRT 计划的海马及外扩减量区平均剂量分别为 26.68±0.86Gy、28.62±0.95Gy，

较处方剂量分别降低 28.9±2.29%和 23.7±2.53%；VMAT 计划的海马及外扩减量区平均剂量分别为

27.54±0.89Gy、29.05±0.98Gy，较处方剂量分别降低 26.6±2.37%和 22.5±2.61%。 

结论 基于海马保护的螺旋断层调强放疗具有理想的剂量分布和较好的靶区覆盖度，可能成为需要

海马保护的放疗患者优选。其认知功能需后续长时间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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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93 

探究对比使用 Catalyst 系统与 KV 系统实现乳腺癌精确定位 

 
曹绍艾 靳富 罗焕丽 王颖 董文玲 吴永忠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400030 

 

目的  研究在乳腺癌治疗中同时使用 Catalyst 系统和 KV-KV 下的 X 射线图像验证系统对病人定位

误差进行测量，探讨 Catalyst 系统在治疗中定位验证体位的可信度、准确度及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在乳腺癌治疗中同时使用 Catalyst 系统和 KV-KV 下 X 射线图像验证系统对 12 名乳腺癌患者

进行摆位，对测量所得误差结果运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0.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统计入组患者共 12 例，收集 kV-kV 与 Catalyst 数据共计 53 对。使用 Catalyst 系统所得误差

测量结果 Vrt、Lng 和 Lat 分别为 0.00±0.24、-0.01±0.31 和 0.04±0.42，kV 所得结果为-

0.10±0.17、0.06±0.42 和 0.00±0.20；Catalyst 与 kV 结果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225，0.482，

0.627）。 

结论  Catalyst 系统对定位误差的测量准确度与传统 KV-KV 下的 X 射线图像验证系统基本一致。随

着对 Catalyst 系统的不断熟练，在做好质控的前提下，Catalyst 在临床上将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PL-094 

Individual volume based 3D gamma indices for 

pretreatment VMAT QA 
 

Jin Xiance,Xie Congyi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00 

 

Background  Recently,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2D percentage gamma passing rate (%GP) 
and the 
clinical dosimetric difference for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and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VMAT) has been question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individual volume (IV) based 3D gamma indices for pretreatment 
VMAT quality assurance (QA).  
Methods  Percentage dosimetric errors (%DE) of dose-volume histogram (DVH) metrics between 
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 (TPS) and QA reconstructed dose distribution, percentage gamma 
passing rate (%GP) for individual volume and global gamma indices, the statistical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m and %GP sensitivities were investigated on 33 one-arc and 31 two-arc VMAT 
plans.  
Results  The %DE of model-based QA for most DVH metrics of VMAT plans were within 
3%.The %GP of individual volumes had a higher percent of correlation with individual 
metrics %DE compared with global %GP. There were 9, 12, and 9 out of 15 metrics %DE 
were correlated with individual volume %GP, and only 2 out of 15 %DE metrics correlated with 
global %GP for two-arc VMAT at 2%/2 mm, 3%/3 mm and 4%/4 mm criteria,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18, 16 and 13 out of 23 %DE metrics were correlated with individual volume %GP, and 19, 
12 and 1 out 23 of %DE metrics correlated with global %GP for one-arc VMAT at 2%/2mm, 
3%/3mm and 4%/4mm criteria, 
respectively. The area under curves (AUC) of individual volume %G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global %GP for two-arc VMAT plans, but with a mixed results for one-arc VMAT plans.  
Conclusion individual volume based 3D %GP had a higher percent of correlation with DVH 
based metrics %DE compared with global %GP for both two-arc VMAT and one-arc VMAT 
plans, indicating the feasibility and sensitivity of using individual volume based 3D gamma indices 
to serve better pretreatment VMAT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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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95 

肺癌千伏级 CBCT 图像引导下放疗图像配准及摆位边界的研究 

 
程延 刘明 翟福山 曹晓辉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50051 

 

目的  通过自动配准和手动配准方式，研究我院不同发病部位肺癌放疗中摆位误差的大小，联合

Van Herk 公式计算摆位边界。 

方法  收集我院肺癌患者 46 例， CBCT 图像 378 次。分别使用获取患者靶体积中心位置与定位 CT

扫描时靶体积中心位置在 X 轴、Y 轴、Z 轴方向上的摆位误差。取公式 2.5Σ+0.7ζ 获取摆位边界。 

结果  自动配准方式下：中央型与周围型摆位误差在 Y 轴上 p=0.048，在 Z 轴上 p= 0.034；上叶肺

癌与下叶肺癌在 Y 轴上 p=0.044，在 Z 轴上 p=0.033，左肺癌与右肺癌无统计学差异。手动配准方

式下：中央型与周围型摆位误差在 Y 轴上 p=0.038，在 Z 轴上 p=0.026；上叶肺癌与下叶肺癌摆位

误差在 Y 轴上 p=0.014，在 Z 轴上 p=0.022，左肺癌与右肺癌无统计学差异。配准方式的不同对摆

位边界的大小影响不大。 

结论  摆位误差在 Y 轴最大,Z 轴次之，X 轴最小。无论自动配准方式还是手动配准方式，中央型与

周围型、上叶与下叶摆位误差在 Y、Z 轴方向上有差异，建议临床进行 CTV-PTV 外放时，充分考

虑发病部位的不同，根据个体化原则进行外放。无论自动配准方式还是手动配准方式，摆位边界差

异不大。  

 
 
PL-096 

常规模拟定位机的质量保证及维护 

 
胡俊 曾波 刘海 管卫华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 81 医院放疗科 210002 

 

目的  通过对核通 Simulix-HQ 型模拟定位机的质量控制（QC），定期对设备进行检测和校准,分析

质量保证（QA）的主要内容及检测方法，确保临床放射治疗的安全与质量。 

方法  从模拟定位机机械等中心、光学距离指示器(ODI)、射野尺寸指示、―井‖铅丝刻度指示、机

架、准直器旋转角度指示、照射野的指示刻度、定位激光系统定位精度等方面,遵从 AAPM TG40

报告内容进行检测，对超出误差范围的项目进行纠正。 

结果  2014 年度检测中，机械等中心误差均<1mm；光学距离指示器(ODI)误差＞2mm 的次数 1

次，误差频率占 2.1%；射野尺寸指示、―井‖铅丝刻度指示误差＞1mm 的次数 2 次，误差频率占

16.6%；机架、准直器旋转角度指示值误差＞0.3°有 3 次，误差频率占 25.0%；照射野的指示刻度

值 X 和 Y 方读数误差＞1mm 的总次数为 9 次，误差频率占总次数 18.7%；定位激光线误差＞1mm

次数 18 次，误差超标占总次数 7.5%。 

讨论  放疗设备的准确性和精确度是保证患者治疗效果及安全的关键。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

会对国内放疗技术的应用提出质控要求，国内外对放疗设备的性能技术指标控制比较严格, 全部误

差要求均比推荐的标准和生产厂家的验收标准小一倍以上。根据质量保证程序 AAPM TG40 报告，

每日检查检测定位激光灯、距离指示器准确性，模拟定位机房的激光定位系统与加速器机房激光系

统精度保持一致，能确定等中心的位置且具有良好的重复性，用于病人的摆位及体表射野标记点的

设置。等中心指示装置的安装和测量可参照直线加速器等中心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经检测模拟

定位机定位激光线误差频率较高，需每日检查；而对于射野尺寸、―井‖铅丝刻度、机架、准直器旋

转角度指示的项目，检测结果也都显示误差频率较高，工程师应根据检测结果对设备机器进行维

护，减少误差发生，以保证定位精度，提高病人治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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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097 

鼻咽癌 IMRT 中设置虚拟 OAR 对剂量分布及放疗副反应的影响 

 
王勇 

阆中市人民医院 637400 

 

目的 通过研究鼻咽癌调强放射治疗（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中设置虚拟

危及器官（ Organ at Risk OAR）对放疗剂量分布的影响,找出能精简的或是在优化条件下可以改进

的放疗计划，从而进一步提高疗效，减轻放疗副反应。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间,连续收治的 50 例初诊鼻咽癌患者,每例患者采用常规勾

画组（勾画全套的 OAR）及增设虚拟危及器官组（在常规勾画全套的 OAR 基础上再增加勾画虚拟

危及器官）对比两种勾画方式在满足剂量适形度≥93%的基础上对剂量分布的不同影响。并将患者

随机分成实验组（设置虚拟 OAR 组）25 例及对照组（常规勾画组）25 例。同时两组病人均给予

相同干预处理：1、放疗期间及放疗结束后 3 月内颈部及张口训练；2、每周检测患者唾液分泌量及

吞咽困难分级（CTCAE4.0）、生活质量量表；3、放疗期间全程给予鼻咽冲洗、益口含漱、进食

酸性食物（柠檬水等）刺激唾液分泌等处理。比较两组放疗计划剂量分布的适形度及 OAR 相应剂

量体积百分数，同时对比放疗期间及放疗后两组患者放疗副反应差异，从而得出设置虚拟 OAR 对

剂量分布及放疗副反应有无临床意义的结论。 

结果 （1）实验组剂量分布更为满意，适形度较对照组高（P<0.05），OAR 相应剂量体积百分数

更为优化（P<0.05）；（2）对两组患者每周的检测表格评分及评估数据采用 SPSS2.0 统计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两组病人在放疗开始后第 3 周出现口腔黏膜反应差异，第 4 周出现吞咽困难程度差

异，在放疗后第 6 周差异最大，实验组较对照组明显减轻（P<0.05）。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在放疗

开始后第 3 周开始，第 4-7 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第 8 周后无明显差异；两组体重减轻在放疗第

6 周最为严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鼻咽癌 IMRT 放疗计划中设置虚拟 OAR，可进一步优化放疗计划，从而减轻放疗相关副反

应，但对远期预后的影响需进一步长期随访。??开始后第 3 周开始，第 4-7 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第 8 周后无明显差异；两组体重减轻在放疗第 6 周最为严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L-098 

系统摆位误差对鼻咽癌 VMAT 与动态 IMRT 计划中剂量分布影响的

比较分析 

 
戴鹏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 比较分析不同系统摆位误差对鼻咽癌 VMAT 及动态 IMRT 计划中的剂量分布的影响。 

方法 对 6 例鼻咽癌患者分别设计双弧 VMAT 计划及 9 野动态 IMRT 计划，在计划系统中将治疗中

心向患者左、右、腹、背、头、足方向分别平移 3mm、5mm，模拟 2 种不同程度的系统摆位误

差。将模拟误差后的计划与原计划进行比较，观察两种不同放疗技术、不同平移距离，对靶区及主

要危及器官的剂量分布影响。 

结果 系统摆位误差对于 VMAT 和动态 IMRT 的 GTV D98%（3mm，5mm）、CTV D95%

（3mm）影响程度相似（P＞0.05），当误差达到 5mm，VMAT 中的 CTV D95%受误差的影响更

大（P＜0.05），腹背及头足方向靶区欠量最明显，CTV D95%到达 5%。危及器官方面，在 3mm

及 5mm 误差下，脑干及晶体 Dmax 的变化，IMRT 较 VMAT 更大（P＜0.05），脊髓 Dmax 及腮

腺 D50%的变化，IMRT 与 VMAT 相比差异不明显（P＞0.05）。相同摆位误差下，危及器官剂量

变化较靶区更明显（P＜0.05），最大增幅接近 50%。靶区及危及器官随着摆位误差增大，剂量变

化幅度明显增加（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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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鼻咽癌 VMAT 与动态 IMRT 计划对于 3mm 内误差的敏感性相似，达 5mm 时靶区欠量更明

显。VMAT 对于脑干及晶体的保护优于 IMRT。随着误差增大，危及器官的过量照射较靶区欠量更

加明显。在鼻咽癌调强放疗中，若摆位误差超过 2mm，应进行误差纠正，确保放疗的精确性，减

少危及器官的误照。 

 
 
PL-099 

分析螺距、调制因子在 HT 放疗计划优化中的作用 

 
王志伟 段继梅 岳麒 杨秀美 谷丹 解李斯琪 李荣清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650032 

 

目的 分析螺距（Pitch)、调制因子（Modulation Factor，MF）在螺旋断层放疗(Helical 

Tomotherapy，HT)计划中的作用。 

方法 选择五例病例，分别是脑胶质瘤、鼻咽癌、肺癌、肝癌和直肠癌，采用不同螺距（0.287、

0.430）和调制因子（1.5、2.0、2.5、3.0、3.5）组合制定 HT 放疗计划，射野宽度统一设置为

2.5cm，其余优化参数 importance、penalty 和 dose calc grid 分别设置为 1、1、normal，共计 50

例计划,系统迭代 300 次后完成计划。计算并记录靶区适形指数（CI）、均匀性指数（HI）、危机

器官剂量指标、各计划出束时间（Times）、机架旋转周期（Periods）并分析其与螺距、调制因子

的相关性。  

结果 不同螺距、调制因子对脑胶质瘤病例的脑干及其 PRV 的 Dmax 指标、鼻咽癌病例的脊髓-

Dmax 指标、肺癌病例的脊髓-Dmax 和全肺-Dmean 指标的影响均有统计学差异，此外，两者对出

束时间和机架旋转周期也有显著影响。 

结论 螺距对机架旋转周期的影响较明显，旋转周期与螺距成正比；调制因子对出束时间和旋转周

期的影响也较明显，两者与其呈正比。 

 
 
PL-100 

基于 Monte Carlo 的角度变化对乳腺癌术后电子线放疗剂量分布

影响研究 

 
王春宇 毛铁铸 路双臣 张志良 林霞 宋运好 国慧 

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医院 130041 

 

目的  使用蒙特卡洛算法分析不同照射角度变化对乳腺癌患者术后电子线放疗计划剂量分布影响。 

方法  使用 MCNP5 蒙特卡洛粒子输运软件包建立乳腺癌患者术后电子线照射模型，模拟电子线照

射过程中 350°、355°、5°、10°四个照射角度变化，计算靶区胸壁及敏感器官患侧肺、健侧肺、心

脏的剂量分布，分析其剂量学特点。 

结果  选取 350°、355°、0°、5°、10°五个角度后，0°对照组胸壁接受剂量最高，355°组、350°

组、10°组、5°组接受剂量依次降低；敏感器官的接受剂量在旋转角度模拟后均有升高，患侧肺和

心脏靠近射野，接受剂量和变化程度均较大，0°对照组、350°组、355°组、10°组、5°组患侧肺接

受剂量依次升高，0°对照组、355°组、350°、10°组、5°组组心脏和健侧肺接受剂量依次升高。 

结论  本文使用蒙克卡洛算法对乳腺癌患者术后电子线放疗进行模拟研究，发现不同照射角度变化

会降低靶区接受剂量，升高敏感器官接受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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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01 

Dosimetric advantage of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intraocular cancer 
 

Deng Zhengxiang,Jin Xiance 
the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00 

 

Objective  Intraocular tumors present a therapeutic challenge due to the sensitive tissues 
involved and the necessity to destroy the tumor while minimizing visual los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d the dosimetric advantage of volumetric-modulated radiotherapy (VMAT)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intraocular tumors by comparing it directly with conformal radiotherapy (CRT) 
and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Method  Fourteen patients wi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traocular cancer were enrolled 
and planned with CRT, 7f-IMRT, and one-arc VMAT plan, respectively. Dosimetric and biological 
quality indices of planning target volume (PTV) and organs at risks (OARs) were calculated to 
study the optimization capability of these three modalities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intraocular 
tumors. 
Results  All plans had sufficient PTV coverage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among three modalities, except for the homogeneity. The tumor control probability 
(TCP) of VMAT plans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CRT and IMRT plans, but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maximum does to ipsilateral lens and mean dose  of ipsilateral eyeball in the CRT 
plan were 4845±471.43 and 4558.41±455.76,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ose of 
3078.66±1424.62 (p<0.01) and 3071.33±920.03 (p<0.01) in IMRT plan, and 
3028.86±920.34 (p<0.01) and 3087.5±386.25 (p<0.01) in VMAT plan.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on others OAR r. 
Concl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intraocular cancer, VMAT plans were able to increase 
the homogeneity index and TCP compared with CRT and IMRT, althoug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PTV coverage observed. VMAT plan also decreased the dose 
to ipsilateral OARs, however, it may also increase the low dose irradiation to contralateral OARs 
compared with IMRT and CRT.VMAT is a promising treatment modality in the management of 
intraocular disease. 
 
 
PL-102 

Dosimetric benefits of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and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operative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han Ce,Jin Xiance,Deng Xia 
the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00 

 

Background As the advantage of using complex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VMAT) in the 
treatment of gynecologic cancer has not yet been fully determin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dosimetric advantages of this technique by comparing directly with 3D whole 
pelvic conformal radiotherapy (CRT) and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in the 
treatment of 15postoperative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Four-field whole pelvic CRT, seven-field IMRT and two-arc VMAT plans 
were generated for each patient with identical objective functions to achieve clinically acceptable 
dose distribution. Target coverage and OAR sparing differences were investigated through dose-
volume histogram (DVH) analysis. Nondosimtric differences between IMRT and VMAT were also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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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arget coverage presented with V95% were 88.9%±3.8%, 99.9%±0.07%, and 
99.9%±0.1% for CRT, IMRT and VMAT,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CI and CN were 
observed with CIs of 0.37±0.07, 0.55±0.04, 0.61±0.04 and CNs of 0.33±0.06, 0.55±0.04, 
0.60±0.04 for CRT, IMRT and VMAT,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bladder and rectum 
sparing were observed for CRT vs. IMRT and CRT vs. VMAT, respectively.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Dmean, V45 and V30 of small bowel were observed among CRT, 
IMRT and VMAT. However, VMAT (10.4±4.8 vs.19.8±11.0,p=0.004 ) and IMRT (12.3±5.0 vs. 
19.8±11.0, p=0.02) decreased V40 of small bowel compared with CR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IMRT and VMAT on OAR sparing. IMRT and VMAT increased the irradiation 
dose to femoral heads compared with CRT. For health tissu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bserved among these three modalities.  
Conclusion  VMAT and IMRT showed significant dosimetric advantages both on target 
coverage and OAR sparing compared with CRT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operative cervical cancer. 
VMAT achieved a better dose conformity, less MU and shorter delivery time than IMRT. However, 
no oth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IMRT and VMAT was observed. 
 
 
PL-103 

螺旋断层放疗技术与七野调强放疗技术应用于全脑加局部推量的

剂量学比较研究 

 
刘鹤飞 王轩 朱峰 刘晨 王颖杰 夏廷毅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00036 

 

目的  比较 Tomotherapy 与 7-beam IMRT 两种技术在全脑放疗及局部转移瘤推量放射治疗

（WBRT+SIB）应用中的剂量学差异，在临床上为脑转移瘤患者提供更好的放射治疗方式。 

方法  选取 2011 年 7 月至 2015 年 10 月间接受 WBRT+SIB 的 9 例患者的 CT 图像,分别完成七野

静态调强（IMRT）及螺旋断层调强（TOMO）的 WBRT+SIB 计划,给予相同处方剂量（全脑 30Gy,

局部推量 50Gy）和剂量限制条件下，比较两种计划间靶区的处方剂量覆盖率、适形指数(CI)、剂

量均一性指数(HI)；观察眼球、晶体及视神经的最高剂量（Dmax）及平均剂量（Dmean）间的差

异。 

结果  TOMO 组和 IMRT 组的对比如下：全脑靶区的 HI（1.26vs1.44，P=0.01）；V30

（0.978vs0.947，P<0.01）；局部转移瘤靶区的 HI（1.02vs1.06，P<0.01）；CI（0.7vs0.52，

P=0.028），眼球的最大剂量（15.06Gy vs20.57Gy，P<0.01）；平均剂量（5.59Gy vs8.44Gy，

P<0.01）；晶状体的最大剂量（3.17Gy vs5.41Gy，P<0.01），平均剂量（2.32Gy vs4.31Gy，

P<0.01）；视神经的最大剂量（26.42Gy vs14.99Gy，P<0.01），平均剂量（17.81Gy 

vs11.2Gy，P<0.01）。 

结论  在全脑放疗及局部转移瘤的推量放射治疗中，螺旋断层调强放疗不但在靶区的处方剂量覆盖

度、适形指数、剂量均一性指数上均优于七野调强，而且眼球和晶体的最大受照剂量和平均剂量也

低于七野调强，视神经的剂量虽然高于七野调强，但在标准范围内，因此螺旋断层放疗值得临床上

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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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04 

Partial arc VMAT SBRT in the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with 4D CT 
 

Zheng Xiaomin,Yi Jinling,Jin Xiance 
the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00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partial arc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VMAT) 
stereotactic radiotherapy (SBRT) in the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s and the dosimetric and 
volumetric effects of different internal target volume (ITV) with 4D CT .  
Materials and methods  Six patients with primary and metastatic lung cancers for 
SBRT treatment were planned with partial arc and full arc VMAT plans. Differences in dosimetric 
distribution, MU and delivery time were investigated. Volumetric and dosimetric differences 
resulted from four different ITV definitions, which were ITVall, ITVodd, ITVeven, and ITV2Phase, 
representing ITVs generated from all 10 respiratory phases, the five odd number, five even 
number phases and two inhale and exhale peak phases, respectively,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  Partial arc VMAT plans reduced the average MU and delivery time by 240 and 1.6 min, 
respectively. No other dosimetric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related to full arc VMAT. The 
average percent volume differences of ITVodd, ITVeven and ITV2phase related to ITVall were 
7.9%,8.9%, and 29.5%, respectively. The target coverage was increased as the ITV decrease, 
but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average mean lung dose (MLD) of ITV2phases was 24.2 
cGy less than that of TIVall. The percent volume of lung receiving certain dose (V5, V10, and V20) 
of ITV2phase were about 1% less than those of ITVall. The dosimetric distributions of ITVodd 
and ITVeven were very close to those of ITVall. 
Conclusions  Equivalent dosimetric distribution was achieved with partial arc VMAT with 
reduced MU and delivery time related to full arc VMAT in the SBRT treatment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ITV generated from all the ten phases of 4D CT was necessary for lung SBRT treatment. 
ITVs generated with few respiratory phases should be used with caution due to the small target 
volume for lung SBRT patients. 
 
 
PL-105 

Delta-4 探测 MLC 细小位置偏差敏感性研究 

 
倪昕晔 高留刚 林涛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研究 Delta-4 对 MLC 位置丝米级误差的探测敏感性。 

方法 利用瓦里安 Trubeam 型直线加速器配置 EPID 对 MLC 模拟细小位置偏差能力进行测量。设置

2.0cm（x）×6.0cm（y）、7.0cm（x）×6.0cm（y）2 个射野，MLC 的 x1、x2方向同时分别外扩

0.1、0.2、0.3…0.9 mm 和 1.0、2.0…5.0 mm，使用 3 mm3%、2.5 mm2.5%、2 mm2%、2.5 

mm2.5%和 1 mm1%标准 γ 分析。分析 Delta-4 测量的相对应剂量分布与 TPS 计算 MLC 位置不变

时的剂量分布间差异。 

结果 Trubeam 型直线加速器 MLC 具有移动丝米级位置能力。2.0 cm（x）×6.0 cm（y）射野 2.5 

mm2.5%标准下 γ 通过率 100%，在 MLC 的 x1、x2方向各打开 0.3mm 时 γ 通过率下降至 95.9%，

打开 0.5mm 时 γ 通过率下降至 89.4%。7.0cm（x）×6.0cm（y）射野 1.5 mm/1.5%标准下 γ 通过

率为 96.5%，x1、x2方向各打开 0.3mm 时 γ 通过率下降至 95%以下，在打开 3.0 mm 内 γ 通过率

都>90%。 

结论 丝米级 MLC 位置误差，适当提高 γ 分析标准有可能会改善 Delta-4 探测 MLC 位置细小偏差的

敏感性，但不能对所有 MLC 丝米级位置误差探测出来。对不同大小射野，建议 Delta-4 选择不同

分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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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06 

鼻咽癌三种调强放疗计划的剂量学对比研究 

 
王春燕

1
 夏新舍

2
 折虹

2
 

1.宁夏医科大学 

2.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目的  对比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和 7 野、9 野调强放疗（7F、9F-IMRT）计划在鼻咽癌治

疗上的剂量学差异；探索不同肿瘤体积、不同 T 分期的鼻咽癌在三种调强放疗计划的剂量学差异。 

方法  选取 18 例鼻咽癌患者，按 2008 分期:T1-2期 4 例，T3期 4 例，T4期 10 例。使用 Varian 公司

Eclipse 计划系统，每例患者分别制定 VMAT 和 7F、9F-IMRT 计划，比较不同靶体积、不同 T 分

期下三种放疗计划的靶区、危及器官的剂量分布差异。 

结果  1、三种计划均能满足临床要求，9F-IMRT 的均匀性较 7F-IMRT、VMAT 好（P=0.004，

0.005），三者的适形度相当（P>0.05），但 VMAT 靶外体积指数较 7F、9F-IMRT 大

（P=0.002，0.032）。2、三种计划在不同靶体积的靶区剂量分布参数无统计学差异。但 PGTVnx

体积（VPGTVnx）＜49.2cm
3时，7F、9F-IMRT 对脊髓、脑干照射剂量较 VMAT 低

（P=0.000,0.000）。VMAT 下颞颌关节、下颌骨和视神经受量较 7F、9F-IMRT 低。VPGTVnx＞

49.2cm
3时:VMAT 对下颌骨、晶体、视交叉、视神经照射剂量较 7F、9F-IMRT 低（P＜0.05）。

3、针对不同 T 分期的鼻咽癌，三种计划的靶区剂量分布相近。但 9F-IMRT 在 T4期对腮腺照射剂

量较 7F-IMRT 低（P=0.036）。VMAT 对下颌骨、晶体及视神经、视交叉照射剂量较 7F、9F-

IMRT 低（P<0.05）。4、机器跳数：VMAT、7F-IMRT、9F-IMRT 分别为 467±46、2082±308、

2244±427。 

结论  1、VMAT 和 7F、9F-IMRT 计划均可满足鼻咽癌临床剂量学要求。2、对于 VPGTVnx＜

49.2cm
3或 T1-3期鼻咽癌，三种计划的靶区分布无明显差异，7F、9F-IMRT 在脊髓、脑干受量较

VMAT 低。但 VPGTVnx＞49.2cm
3或 T4期鼻咽癌，9F-IMRT 计划下腮腺的受量较 7F-IMRT、VMAT

低。VMAT 对视路相关的多个危及器官受量较 7F、9F-IMRT 低。3、治疗效率上，相对于 7F、9F-

IMRT,VMAT 跳数更少，治疗时间更短。因此，针对不同大小靶体积、不同 T 分期的鼻咽癌，可结

合病人个体情况侧重选择合适的放疗计划。 

 
 
PL-107 

The feasibility study of a hybrid coplanar-arc technique 

versus hybrid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n 

treatment of early stage left-sided breast cancer with 

simultaneous integrated boost 
 

Chen Yuangui,Benhua Xu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Fuzhou City， Fujian 350001 

 

Objective  To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and advantage of a hybrid volumetric arc therapy 
(VMAT) technique usingtwo90°coplanar arcs plus two 3D-conformal tangential beams in the 
simultaneous-integrated boost radiotherapy of left-sided breast cancer after breast-conserving 
survey.  
Methods: A total of nine patients withstageI, left-sided breast cancer who underwent breast 
conserving surgery were selected for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For each patient, the 
planning target volumes were expanded from the gross target volume (GTV) and the clinical 
target volume (CTV), respectively.Three types of treatment plans weregenerated and optimized 
using two 3D-conformal tangential beams plus(1) two 90° coplanar arcs (hybrid VMAT plan); (2) 
two tangential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beams and twoIMRT beams15°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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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 to the tangential beams (hybrid 15°-IMRT plan);and (3) two tangential IMRT beams and 
two IMRT beams 45° with respect to the tangential beams (hybrid 45°-IMRT plan). The 
prescription dose was 50.4 Gy to the PTV-CTV, and 60 Gy to the PTV-GTV in 28 
fractions.The conformity index (CI), the heterogeneity index (HI), the radiation dose to the normal 
tissues, especially to the left ventricle, the beam-on time and total monitor units (MUs) were 
comparedfor thethree types of hybrid plans. The differencesamongthesehybrid plans were 
analyzed by the Kolmogorov-Smirnov test or the Wilcoxon rank sum test. 
Results  1.The hybrid VMAT planscould achieve the clinical requirements ofPTVdose coverage 
and the dose constraints of normal tissues.2. The CI of the PTV-CTV in the hybrid 45°-IMRT 
plans was the highest, but the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from the hybrid VMAT plan (p=0.613). 
The CI of the PTV-GTV in the hybrid VMAT plans was the highest (p<0.001).The HI of the PTV-
GTV in the hybrid 45°-IMRT plan was the lowest, but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from the hybrid 15°-
IMRT plan. 3. The V5 of the heart in the hybrid VMAT plan was lower (p<0.015) comparing with 
the hybrid 45°-IMRT plan. The differences in D2, Dmean, V25 and V30 of the heart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mongthe three hybrid plans. The D2 of the left ventricle in the hybrid 
VMAT plan was the lowest, but the Dmean,V25 andV30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D2 and V50.4 of normal tissuesin the hybrid VMAT planwere the lowest in the three 
hybrid plans .The Dmean, V5 and D2 of the contralateral breast and the contralateral lung in 
the hybrid 15°-IMRT plans were the lowest, but differences in V10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mong the three hybrid plans. The D2 of the ipsilateral lung in the hybrid 45°-IMRT plan was the 
lowest, but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hybrid VMAT plan. The Dmean, V5, V10, V20, V30 
and V40 of the ipsilateral lung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different among the three hybrid 
plans. 4. The average beam-on time and MUs of the hybrid VMAT plans were least in the three 
hybrid plans(p<0.001).  
Conclusions The hybrid VMAT technique is feasible for adjuvant irradiation with simultaneous 
integrated boost for the left-sided early breast cancer, with the advantages oflower heartdose, 
reduced beam-on time and MUs relative to the hybrid IMRT plans. 
 
 
PL-108 

紫杉醇纳米药物联合放疗对宫颈癌的抑制作用及相关机制的研究 

 
Yu Yanxin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 646000 

 

目的  研究紫杉醇纳米药物联合放疗对宫颈癌的抑制作用，并探索其相关机制 

方法  首先，通过固体沉淀法制备紫杉醇纳米药物（MPEG-PCL/PTX），并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仪

（HPLC）测量其载药率、包封率及体外释放，动态光散射仪(DLS)测量粒径及纳米药物稳定性，

透射电镜仪（TEM）扫描形貌。在体内实验中，将瘤体积约 200mm3 的裸鼠随机分为 6 组：NS

组，PTX 组，PTX-NPs 组，RT, PTX+RT 组 和 PTX-NPs+RT 组(n=12)，并分组予以放疗

15Gy/5F 或 PTX 2.5mg/kg 处理后，进行了 PET/CT 显像，取瘤组织行 Ki-67，CD31 和 VEGF 指

标相关免疫组化，并对剩余裸鼠观察其生存期及瘤体积变化。 

结果  我们制备的 8% PTX-NPs 实际载药率及包封率更高，TEM 成像表明 PTX-NPs 在水溶液中成

均匀球形分散，也证实了 DLS 所测粒径大小。另外，PTX-NPs 在没有使用任何稳定剂的情况下，

能在 4℃或 25℃的 PBS 或含 10%胎牛血清的 PBS 中稳定存在 48 小时。与游离 PTX 相比，PTX-

NPs 体外呈缓慢释放，在第 14 天累积释放 PTX 63.84%，且没有明显的突释。在体内试验中，

PTX-NPs 组(623.5 mm3)与 PTX+RT 组(1121.4 mm3)及其他组相比较，能明显抑制肿瘤体积生长

（P<0.01），且 PTX-NPs 组（87 days）中位生存期明显长于 PTX+RT 组(61 days)及其他组(p < 

0.01)。PET/CT 显像观察到 PTX+RT 组（2.032±0.214）与 PTX-NPs+RT 组（1.182±0.043）、

NS 组（2.635±0.074）相比，肿瘤组织的代谢更低 (p<0.05)。免疫组化检测了 PTX-NPs+RT 组

Ki-67(21.7 ± 7.5%)、CD31(2.1 ±0.3%) 和 VEGF（30.7±4.0%）指标，与其他组相比都明显降低了

(p < 0.05)。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607 

 

结论  1、实验中所制备的 PTX-NPs 具有高包封率、高载药率、良好的稳定性、球状形态及单一分

散性，且成缓慢释放。 2、低剂量的 PTX-NPs 联合放疗能有效抑制宫颈癌肿瘤的生长并延长中位

生存期（P<0.01），且 PET/CT 显像结果与其一致。 3、PTX-NPs 联合放疗抑制宫颈癌与抑制肿

瘤细胞增殖及血管生成相关。 

 
 
PL-109 

基于 MIM 软件模版数据库的病例数对危及器官自动勾画的探讨 

 
谷珊珊 王运来 鞠忠建 宋明友 王小深 

301 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基于 MIM 软件的模板数据库中病例数对危及器官自动勾画的影响，指导临床选取最佳病

例数构成自动勾画数据库。 

方法  利用 MIM 软件，筛选 10、50、100、150 例头部 CT，图像和医生手动勾画的危及器官轮廓

信息分别构成 4 组数据库，随机选取 10 例头部 CT 进行危及器官的自动勾画，医生手动勾画结果

作为金标准进行比较。 

结果  4 组数据库自动勾画的危机器官 DICE 值在 0.5-0.9 之间，眼球、内耳、口腔、腮腺等器官勾

画结果 DICE 值均在 0.8 以上。模板数据库包含病例数越多，眼球、内耳、脊髓、视神经等器官

DICE 值越高。 

结论  眼球、内耳、脊髓、视神经等危及器官宜选用病例数多的模板数据库进行自动勾画，模板数

据库中包含的病例数对脑干、颞颌关节、晶体、口腔、腮腺等危及器官或组织的自动勾画的 DICE

值无明显影响。 

 
 
PL-110 

Is IMRT superior or inferior to 3DCRT in radiotherapy 

for NSCLC？ A meta-analysis 
 

Hu Xingsheng 
Nanchong central hospital 637000 

 

Introduction  There are no adequate data to determine whether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is superior to three-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otherapy (3DCRT) in the 
treatment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This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outcomes of IMRT and 3DCRT in the treatment of NSCLC.  
Methods  No exclusions were made based on types of study design. We performed a literature 
search in PubMed,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databases from their inceptions to April 30, 
2015. The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relative risk (RR) of radiation pneumonitis and radiation 
oesophagitis were evaluated. Two authors independently assessed the methodological quality 
and extracted data. Publication bias was evaluated by funnel plot using Egger‘s test results.  
Results  From the literature search, 10 retrospective studies were collected, and of those, 5 
(12,896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or OS analysis, 4 (981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or radiation 
pneumonitis analysis, and 4 (1339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or radiation oesophagitis analysis. 
Cox multivariate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s revealed that 3DCRT and IMRT had similar OS 
(HR=0.96, P=0.477) but that IMRT reduced the incidence of grade 2 radiation pneumonitis 
(RR=0.74, P=0.009) and increased the incidence of grade 3 radiation oesophagitis (RR=2.47, 
P=0.000). 
Conclusions   OS of IMRT for NSCLC is not inferior to that of 3DCRT, but IMRT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risk of radiation pneumonitis and increases the risk of radiation oesophagitis 
compared to 3DC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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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11 

保乳术后调强放疗的剂量学研究 

 
闫雷 董丽华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探明在保乳术后的全乳放疗中，调强放疗的剂量学优势及两种常用调强方法之间的剂量学差

异，为全乳放疗的优化选择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 5 例保乳术后的早期左侧乳腺癌病例，用 eclipse 计划系统进行左侧全乳腺的三维适形、

正向野中野调强与逆向动态调强计划设计，用剂量体积直方图（DVH）读取剂量学指标评价靶区剂

量及危及器官受照剂量及体积的差异，用总跳数（MU）评价计划效率。 

结果  三种计划靶区 Dmax 分别为 5583.8±128.4Gy，5161.2±77.5Gy 和 5249.5±127.1Gy（P＜

0.05），靶区 Dmean 分别为 5160.5±94.3，5027.4±43.0 和 5002.2±16.8（P＜0.05），逆向动态

调强使 CI 明显提高（P＜0.05），但使危及器官的低剂量体积 V5 增加（P＜0.05），三种计划

MU 数分别为 211.6±7.4，219.8±4.7 和 342.8±23.4（P＜0.05）。 

结论  与三维适形放疗相比，正向野中野调强和逆向动态调强的靶区剂量学特征有所改善，但是逆

向动态调强使危及器官的低剂量体积增加，并使治疗时间明显延长。建议首选正向野中野调强放疗

计划。 

 
 
PL-112 

左乳癌保乳术后容积旋转调强放疗与螺旋断层放疗的剂量学比较 

 
朱思瑾 潘香 柏晗 

云南省肿瘤医院 650106 

 

目的  比较容积旋转调强(VMAT)、螺旋断层放射治疗（TOMO）技术在左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放

疗的剂量学差异。 

方法  选取临床分期为 T1-2N0M0 的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 12 例，分别设计进行 VMAT 和

TOMO 计划,比较 2 种计划的靶区 PTV 和危及器官 OAR 的剂量学参数。 

结果  两种技术均能很好的满足靶区剂量要求（适形度 CI、均匀性 HI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危

及器官方面：TOMO 计划的左肺 V5、V20、V40；心脏 V30、V40 稍优于 VMAT 计划（其中心脏

V40 的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 VMAT 计划的优点在于左肺的低剂量区 V5、 V10、

Dmean，右肺 Dmean，心脏 Dmean，右乳 Dmean 都低于 TOMO 计划（其中右肺 Dmean，心脏

Dmean 差异右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放射治疗中,TOMO 和 VMAT 技术在靶区的适形度和均匀性上均能很

好的满足临床需求。VMAT 计划的优势在于使危及器官受低剂量照射的范围更小。而 TOMO 在保

护正常组织器官免于高剂量照射做出了更多的贡献。 

 
 
PL-113 

不同计划系统的全肺物理剂量差异分析 

 
姚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评价静态调强放疗(IMRT)肺癌患者的放疗计划的全肺物理剂量参数，比较相同参数计划两种

计划系统 Oncentra 和 Raystation 的全肺物理剂量参数的差异。为临床治疗更优选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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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0 例肺癌患者静态调强治疗计划，在同一加速器(医科达 Synergy)且相同射

野、子野、及子野跳数条件下，比较两种计划系统 Oncentra4.3（Collapsed cone 算法）和

Raystation 4.72 (CCC 算法)的计算结果及剂量体积直方图（DVH）。在两种计划系统下全肺剂量

体积直方图（DVH）上获取包括全肺的 5、20Gy 受量体积（Lung_V_5、Lung_V_20）、肺平均

剂量（Lung_mean）物理参数。比较两个计划系统下 5、20Gy 受量体积（Lung_V_5、

Lung_V_20）、肺平均剂量（Lung_mean）的差异。 

结果  两个计划系统可以相互传输 Dicom 数据，导入后，保持相同靶区勾画计算网格。但因建模及

算法等原因，全肺剂量体积直方图（DVH）和肺平均剂量（Lung_mean）都有一定差异，这个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5Gy 受量体积（Lung_V_5）、20Gy 受量体积（Lung_V_20）、肺平均剂量

（Lung_mean）剂量误差分别为（5.39±3.21）、（4.73±2.77）、（5.40±2.86）。 

结论  在不同计划系统下所做相同计划，大多数情况下全肺剂量体积直方图（DVH）及肺平均剂量

（Lung_mean）有一定不同。评估不同计划系统所做计划时，要考虑计划系统因建模及算法等原

因所造成的全肺剂量体积直方图（DVH）及肺平均剂量（Lung_mean）差异。在考虑肺癌患者全

肺所受剂量时，应针对每个病例及计划系统具体分析。 

 
 
PL-114 

两种固定铅门技术在宫颈癌术后容积旋转调强计划剂量学比较 

 
叶红强 夏新舍 孔伟 丁伟 尚钧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医院放射治疗中心 750001 

 

目的  探讨宫颈癌术后患者 X 方向对称铅门固定技术（SFJT)和非对称铅门固定技术(ASFJT)容积旋

转调强计划（VMAT）的剂量学差异。 

方法  对 10 例ⅠB～ⅡA 期宫颈癌术后放疗患者的放疗计划分别进行 X 方向 SFJT 和 ASFJT VMAT

计划设计，在 95％体积的计划靶区(PTV)满足处方剂量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危及器官的剂量。比较

两组治疗计划的剂量一体积直方图，评估靶区及危及器官的剂量分布。 

结果 铅门非对称固定计划同铅门对称固定计划相比，PTV 的适形指数(CI)、均匀性指数（HI）等剂

量参数均无差别（P>0.05），股骨头的Ｖ45 和 Dmean 无差别（P>0.05），而膀胱、直肠和小肠

的Ｖ45 和Ｖ50 较低（Ｐ＜0.05），两种计划方式的机器跳数（MU）无差别（P>0.05）。 

结论  两种计划均能满足 PTV 及危及器官的临床剂量学要求，非对称固定铅门计划中膀胱、直肠和

小肠的高剂量受照体积更小，两种计划所需的机器跳数（MU）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PL-115 

容积旋转调强技术在食管癌放疗中肺受量研究 

 
王兴安 谭丽娜 孙晓欢 王中飞 肖锋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探讨容积旋转调强技术在食管癌放疗中是否会增加肺受量 

方法  选取 2015 年 10～12 月 20 例在我科行放疗的食管癌患者，处方剂量及分割方式为 PGTV、

PGTVnd59.36Gy/28f，PTV50.4Gy/28f。每位患者均使用 Eclipse13.5 版计划系统设计 2 弧 VMAT

和 5 野 IMRT 计划，VMAT 计划机架顺逆各转一圈，在 60°～120°、240°～300°不出束，机头角度

为 5°、355°；IMRT 计划机架角度为 60°、150°、180°、210°、300°，机头、床角均为 0°。使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危及器官及靶区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  VMAT 计划与 IMRT 计划全肺 V5、V10、V20、V30 为（71.2±7.76）、（47.2±3.49）、

（26.9±1.86）、（13.8±2.74）与（71.8±6.53）、（50.0±4.38）、（29.8±3.18）、

（15.6±1.42）（P=0.735、0.037、0.012、0.102），心脏 V30、V40、平均值为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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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0.9）、（19.4±8.52）、（23.8±6.99）Gy 与（26.7±8.99）、（14.6±5.56）、

（21.6±5.91）Gy（P=0.008、0.019、0.008）；脊髓为（40.3±3.19）Gy 与（40.2±2.21）Gy

（P=0.861）；靶区最大剂量为（62.1±0.56）与（62.43±0.96）Gy（P=0.477），最小剂量为

（49.4±0.33）与（49.6±0.76）Gy（P=0.462），平均剂量为（55.65±1.16）与（55.87±1.52）Gy

（P=0.309），HI 分别为（0.219±0.016）与（0.226±0.016）（P=0.519），CI 分别为

（0.654±0.079）与（0.597±0.115）（P=0.047）；机器跳数为（525±79）与（1911±163）

（P=0.000） 

结论  VMAT 计划与 IMRT 计划相比，靶区、脊髓剂量分布无明显差异，心脏受量略增加，但在容

许范围内；VMAT 计划肺、靶区适形度均优，尤其是并未增加肺低剂量区，机器跳数明显减少。 

 
 
PL-116 

容积弧形调强的立体定向放疗技术在原发肺癌、肺转移癌 放疗

中的应用 

 
葛超 王辉东 夏文明 陈坤志 时颖华 高岩 杨旭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本研究将容积弧形调强技术（RapidArc）应用到 SBRT，并和常规 3DCRT 技术比较，比较

靶区的 CI、剂量跌落、危及器官、MU，探索 RapidArc 技术是否适用于原发肺癌、肺转移癌。 

方法  选取 10 例原发肺癌、肺转移癌患者，PTV 平均体积 36.2cm3(8.7-82.6cm3)，处方给予

60Gy/6f/10Gy，BED 大于 100Gy。设计两组计划：3DCRT 计划设置 7-9 个射野，RapidArc 计划

设置两个部分弧，两组计划射野角度范围均在 160-190°，靶区热点不高于处方剂量 120％，两组

计划靶区剂量覆盖均达到 95％，计划设计满足临床要求。分析靶区适行度指数（CI）、靶区外剂

量跌落（V50%/VPTV）。比较两组计划的危及器官: 肺(V5 、V10、 V20、 V30 、平均剂量)、脊

髓最大剂量、心脏平均剂量；使用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模拟治疗时间。 

结果  两组计划结果均达到临床要求，RapidArc 技术适行度指数明显优于 3DCRT（p<0.01）。

RapidArc 技术靶区外剂量跌落更陡；肺 V5 、V10、 V20 没有统计学差义，RapidArc 技术肺

V30、平均剂量低于 3DCRT 技术（p<0.05）。脊髓最大剂量、心脏平均剂量无统计学差异。 

3DCRT 技术出束 MU 数明显低于 RapidArc 技术。RapidArc 技术治疗时间明显少于 3DCRT 技术

（p<0.05）。 

结论  RapidArc 计划优于 3DCRT 计划，更好的保护肺及其它正常组织，进一步减少了治疗时间，

具有一定临床意义。本研究为后期工作奠定了基础，针对原发肺癌、肺转移癌患者，采用

RapidArc SBRT 技术仍需做进一步研究。 

 
 
PL-117 

EPID 位置误差对容积旋转调强放疗三维剂量验证的影响 

 
王大奖

1,2
 沈九零

1,3
 昌盛

1,3
 李光俊

1
 柏森

1
 

1.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放射物理技术中心 

2.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放疗中心 

3.武汉大学 物理学院 

 

目的  探讨 EPID 位置误差对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三维剂量验证的影响。 

方法  5 枚直径 2 mm 的铅点（Suremark SL-20）固定在 Elekta 托盘，采集 Elekta Synergy 加速器

机架在 0~360°旋转中的 EPID 图像，通过 Matlab 分析各角度下 EPID 相对于加速器机头的位置偏

移，根据该偏移对 EPID 图像进行修正，分析 EPID 运动误差对剂量重建的影响。对重建剂量与计

划剂量做 γ 分析，并对修正前后的 γ 分析结果做配对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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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相对于 0°，源到探测器距离在 180°时误差最大：1.2cm，沿图像上下方向的位置偏差最大为

2.28 mm（等中心层面)，左右方向在±0.5 mm 以内。16 例鼻咽癌的双弧 VMAT 治疗计划，在进行

EPID 上下方向误差修正前的 3Dγ 通过率，5%/3 mm 标准下，双弧：94.51%±2.11%，弧 1：

94.71%±2.52%，弧 2：93.3%±1.85%；3%/3 

mm 标准下，双弧：86.36%±3.5%，弧 1：88.12%±3.77%，弧 2：84.17%±3.6%；修正后，5%/3 

mm 标准下，双弧：98.63%±0.74%，弧 1：98.17%±1.23%，弧 2：98.38%±0.92%；3%/3 mm

标准下，双弧的 γ 通过率：93.99%±2.18%，弧 1：94.16%±2.87%，弧 2：93.33%±3.29%。行配

对 t 检验，P 值均<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Y 方向修正后，再进行图像左右方向修正，5%/3 

mm 和 3%/3 mm 的平均值分别提高 0.23%和 0.24%。 

结论  EPID 沿图像上下方向位置误差较明显，在基于 EPID 的剂量重建中，应对其进行修正，以重

建较准确的患者剂量分布。 

 
 
PL-118 

Mosfet 探测器验证放射治疗中晶体的照射剂量 

 
王雪桃

1
 李光俊

1
 昌盛

1,2
 柏森

1
 

1.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放射物理技术中心，成都 610041 

2.武汉大学 物理学院，武汉 430072 

 

目的  研究头颈部肿瘤放射治疗中 TPS 对晶体剂量计算的准确性 

方法  使用成都剂量模体(CDP)头部模体模拟头颈部肿瘤患者，用石蜡将 mosfet 探测器固定在眼球

上方，探测器距离石蜡表面约 5mm 以模拟晶体距眼睑表面的距离，CT 扫描层厚为 1mm。分别在

Pinnacle9.2（SunNuclear）、Eclipse13.5（Varian）、Raystation4.5（Raysearch）三种计划系

统上模拟设计鼻咽癌、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和 Graves 眼病三种类型的计划传输至加速器，在 CT

图像上勾画 mosfet 探测器并模拟成晶体（体积约为 0.05 cm^3）。剂量计算网格分别设置为

1mm，2mm，3mm 和 4mm。在实际测量时对模体进行 CBCT 扫描以纠正摆位误差，比较晶体的

测量值和计划系统计算的晶体平均剂量。 

结果  鼻咽癌、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单次晶体剂量测量值在 10.7 至 13.5cGy 之间，三种计划系统

的计算值在 12.5 至 15.2cGy 之间；Graves 眼病单次晶体剂量测量值在 23.4 至 58.1cGy 之间，计

划系统计算值在 25.7 至 60.3cGy 之间。当剂量计算网格大小设为 1mm 和 2mm 时，两者计算结果

相差不大，对单次晶体剂量较低（＜24cGy）的鼻咽癌和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晶体计算值与测

量值的平均绝对剂量误差为 1.2±0.6cGy，相对剂量误差为 4.9±2.6%；对单次晶体剂量相对较高

（＜70cGy）的 Graves 眼病，平均绝对剂量误差为 2.8±2.6cGy，相对剂量误差为 4.0±3.7%。随

着计算网格的增大，晶体计算值与测量值的偏差变大，对鼻咽癌和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当计算

网格设为 3mm 和 4mm 时，晶体计算值与测量值的相对剂量误差分别为 6.8±2.3%和 7.5±0.7；对

Graves 眼病，计算网格设为 3mm 和 4mm 时，晶体计算值与测量值的相对剂量误差分别为

6.6±2.2%和 8.1±1.7% 

结论  三种计划系统对晶体剂量的计算值与 mosfet 测量值的最大误差均在 10%之内，符合建成区

剂量误差标准。对体积较小的晶体，使用 2mm 或更小的计算网格能得到更准确的结果，使用 3mm

或以上的计算网格可能会高估晶体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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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19 

鼻咽癌离线自适应放射治疗 

 
石先伟 袁志 唐组阁 王丽 潘荣强 文世民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目的  在离线条件下研究鼻咽癌的自适应放射治疗。 

方法  随机选择 5 例晚期鼻咽癌患者，进行逆向 IMRT 计划设计，并在患者治疗的每周行 CT 扫描

一次，基于每周 CT 图像对晚期鼻咽癌患者进行离线自适应放射治疗研究。分析治疗过程中靶区和

危及器官体积的变化，并利用变形配准方法研究分次剂量和累积剂量与原计划的差别。并在合适的

时间修改治疗计划，与初始计划进行对比。 

结果  5 例患者均发现头颈部轮廓缩小。在最后一周 CT 图像上观察，与原体积相比，GTVnx 平均

缩小了 17.1%，GTVnd 平均缩小了 18.9%，左腮腺平均缩小了 26.2%，右腮腺平均缩小了

25.1%，脑干和脊髓体积变化不大均在±5%以内。最后一周计算出的分次剂量，与计划分次剂量相

比，GTVnx 和 GTVnd 的 D95 量与计划剂量相比差别不大，在±3%以内，左腮腺 D50 平均升高了

18.63%，右腮腺 D50 平均升高了 33.47%，脑干和脊髓剂量基本无差别。将每周分次剂量代替本

周内所有分次剂量，并经过变形矢量场累加到计划 CT 后，与计划总剂量相比，GTVnx 和 GTVnd

的 D95 差别均在±0.03%以内，左腮腺的 D50 平均增加了 6.92%，右腮腺的 D50 平均增加了

17.04%，脑干和脊髓的总剂量无变化。经过重新计划后，将修改计划之前照射的剂量和新计划的

剂量变形累加与原计划剂量相比，GTVnx 和 GTVnd 的 D95，D98，D50 差别均在±5%以内，腮腺

的 D50 平均降低了 7.90%，腮腺的 Dmean 平均降低了 7.93%，有三例患者的脑干或脊髓剂量明显

降低，另外两例变化不大。 

结论  发现晚期鼻咽癌患者放疗过程中靶区和危及器官的位置和体积均会发生变化，靶区和腮腺体

积变化较大，脑干和脊髓体积基本无变化，腮腺会受到超过预期剂量的照射，在治疗后期有必要修

改治疗计划，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PL-120 

基于电子射野影像装置的剂量重建在容积旋转调强三维剂量验证

上的应用 

 
李光俊

1
 王大奖

1,2
 沈九零

1,3
 王雪桃

1
 昌盛

1,3
 柏森

1
 

1.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放射物理技术中心，成都 610041 

2.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放疗中心，武汉 430072 

3.武汉大学 物理学院，武汉 430072 

 

目的  探究基于 EPID 的三维剂量验证应用于容积旋转调强（VMAT）的可行性。 

方法  在利用 EPID 进行 VMAT 计划的剂量重建前，首先需检测和分析 EPID 随加速器机架角度的

位置偏移，从而为剂量重建中对 EPID 位置修正提供参考依据。EPID 图像的位置误差修正后，用

MapCheck 及 ArcCheck 等测量工具，验证基于 EPID 的剂量重建系统的准确性，然后探究剂量重

建系统在 VMAT 剂量验证的可行性。选取病例，通过 MapCHECK 和 ArcCHECK 进行剂量测量，

分别与 EDose 系统和计划系统计算结果比较，验证剂量重建的准确性。选取 8 例鼻咽癌、10 例宫

颈癌、10 例直肠癌，并在其中选择 11 例作 VMAT 治疗，进行治疗前 EPID 图像采集，进行剂量重

建，计算总剂量以及靶区和各危及器官的 γ 值并进行 DVH 指标分析。 

结果  MapCHECK 测量结果分别与 EDose 系统和计划系统在固体水模体固定深度计算的二维剂量

做 γ（3%/3 mm）分析，结果均在 95%以上。18 例 VMAT 计划的 ArcCHECK 测量结果分别与重

建剂量和计划系统计算的总剂量进行 γ（3%/3 mm）分析，结果为 95.67%±1.77%，

98.74%±1.31%。治疗前的鼻咽癌、直肠癌、宫颈癌患者三维剂量重建与治疗计划系统的总剂量分

布的 3%/3 mm γ 分析结果均在 95%以上，靶区和各危机器官的靶区的 3%/3 mm γ 分析结果，除了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613 

 

鼻咽癌中的 PGTVnx 和脊髓，平均值大于 90%；DVH 分析的靶区最大、最小剂量、平均剂量的偏

差在±5%以内，危机器官偏差较大，如鼻咽癌患者的腮腺 V30Gy，最大相对偏差达 16.86%。11

例 VMAT 患者的治疗中各分次重建的总剂量分布，与治疗计划系统计算剂量比较的 3%/3 mm γ 值

为 92.21%±3.28%，与首次治疗的重建剂量比较的 3%/3 mm γ 值，平均在 95%以上。两分析结果

的 Cochran&Cox 近似 t 检验的 P 值<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本研究使用的基于 EPID 的剂量计算系统，经过仔细调试和 EPID 位置误差修正后，在治疗

前和患者治疗中的剂量重建均可取得满意的临床结果。传统二维剂量验证方法能够对 VMAT 计划

进行治疗前的质量保证，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治疗的精度，但其无法用于评估患者实际治疗的剂量偏

差，需要对靶区和危机器官分别进行三维剂量 γ 和 DVH 分析。 

 
 
PL-121 

CT 和加速器床板不同衰减引起的误差分析及解决办法 

 
袁志 石先伟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目的  放射治疗已经发展到精确治疗的阶段，精确的剂量计算和验证是实施精确治疗的必要步骤之

一。由于在放疗定位时 CT 床板和治疗时加速器治疗床板之间对射线不同的率减率，对放疗计划实

施造成了一定的误差。本研究设计了几个简单实用的解决办法。 

材料设备  Siemens Primus M 直线加速器。科莱瑞迪碳纤维加速器治疗床面。拓能碳纤维 CT 定位

床板。Siemens somato 螺旋 CT。密封小水模（21cm×21cm×12cm） TC2000 型指型电离室  美

国 CMS 公司 XIO 治疗计划系统。 

具体方法  1 将固体小水模中插入指型电离室放到螺旋 CT 下进行扫描。扫描层厚 1mm 获得图像数

据，将数据输入到 CMS XIO 计划系统中（计划系统 CT 值应做好校准）,勾画外轮廓，分为勾画床

板和不勾画床板两个 studyset 做简单的治疗计划，以电离室为靶区，机头分别为 0°、180°，射野

大小 10×10cm,得到治疗计划的剂量参数。 

2 将固体水模置于加速器上，用先前做好的计划对固体水模体进行照射，并用电离室计量仪测量剂

量[2]，把测得的结果和计划系统算出的结果进行比对和误差计算。        

结果  1.XIO 计划系统只计算外轮廓内的数据，因为勾画床板所需跳数大于不勾画床板。2.CT 床板

的衰减系数为(113-109)/109=3.67% 3.加速器床板的衰减系数为（100-98.4）/100=1.6% 4．如果

平时计算时不计算床板可能产生 2%的误差。 

结论  1. 对于常规勾画床板的情况：联系厂商定制生产一块衰减为 2%的薄板，将其贴到加速器治

疗床背面，达到和 CT 床板衰减一致的目的。2.  对于常规不勾画床板的情况：应在计划系统中人为

勾画出部分 CT 床板使其衰减为 2%,此方法实施有一定的难度，不好掌握，但经过经常练习也不难

掌握。 

 
 
PL-122 

应用 Pinnacle 计划系统脚本构建自动计划设计系统的技术解析 

 
宋莹 陈春梅 王强 张英杰 柏森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 放射物理技术中心，成都 610041 610041 

 

目的  我们根据临床工作中的实践和经验，以 Pinnacle 脚本为基础，研发了一套直肠癌旋转容积调

强自动计划系统（Automatic Rectal Parameter Optimization，ARPO）。ARPO 能够自动完成直

肠癌 VMAT 计划设计的全部工作，得到可临床执行的放疗计划。 

材料和方法  在 Pinnacle9.2 计划系统平台上，本文分别以 ARPO 中循环调用问题和计算指定剂量

(nGy)下感兴趣靶区的体积(Vn)问题为例，给出了简洁有效的解决方案。在 ARPO 中，为了完成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614 

 

VMAT 的初始化工作，需要在主函数中循环调用 Initialization 函数 N 次，则设置迭代次数 N，通过

判断 N 的值实现固定迭代次数调用的操作。实际应用中可能并不限于固定次数的迭代操作，更多地

需要对迭代条件进行判断。通过对危及器官(Organ 

at Risk, OAR)的 Vn 的计算和检测，ARPO 能够动态地了解优化过程中 OAR 的受照情况，针对性

地对优化参数进行调整。 

结果  通过应用脚本记录功能，并根据实际应用需要，设计更为灵活的控制结构，直肠癌 VMAT 自

动计划系统中较为复杂的数据计算、条件控制和迭代调用功能都得以实现。 

结论  通过对 Pinnacle 脚本的扩展和应用，完全可以解决临床和科研中复杂的程序控制和特定功能

计算的问题。这为我们更加充分地利用计划系统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工具。 

 
 
PL-123 

食管癌放射治疗过程中靶区体积的变化规律 

 
彭应林 李绮雯 邱波 张俊 刘慧 邓小武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510060 

 

目的  研究食管癌放射治疗中靶区体积的变化规律，为食管癌自适应放射治疗提供临床基础。 

材料与方法  对食管癌放疗患者，每治疗周末（第 5 次治疗后）一次在 CT-sim 按治疗摆位进行重

复扫描，并由医师在原始计划 CT 图像和每周重复扫描的 CT 图像上进行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勾画，

其中靶区勾画包括可见肿瘤靶区体积 GTV、高危临床靶区体积 CTV1 和预防照射区域体积 CTV2。

记录每例患者各次 CT 扫描时靶区体积的大小，分析其变化规律。 

结果  已入组 13 例患者中，在第一周（5 次）、第二周（10 次）、第三周（15 次）和第四周（20

次）治疗结束后，各个靶区的计划体积与重复扫描体积相比，平均改变的百分比分别为 GTV：-

3.1%±27.7%（-50.6%~16.8%）、14.3%±13.6%（-1.3%~31.6%）、25.2%±11.6%

（6.1%~35.3%）和 26.9%±8.5%（17.6%~44.1%）；CTV1：1.7%±2.7%（-1.3%~5.7%）、

7.0%±6.5%（-0.1%~18.4%）、10.1%±5.7%（2.2%~16.7%）和 12.2%±8.2%（3.1%~27.3%）；

CTV2：-0.8%±2.2%（-4.5%~1.2%）、0.9%±4.4%（-2.5%~9.6%）、5.5%±4.3%（-

1.7%~9.3%）和 6.0%±7.8%（-2.5%~14.4%）。 

结论  在食管癌放射治疗中，可见肿瘤靶区体积 GTV 和高危临床靶区体积 CTV1 在第二周到第三周

治疗中变化较大，之后体积变化较小。预防照射区域体积 CTV2 在前两周体积变化较小，第三周治

疗中体积变化稍大。 

 
 
PL-124 

基于 4D-CT 和 TumorLoc 软件测定肺下叶呼吸动度的研究 

 
高文超 王军良 周振山 申戈 郑倩倩 杨海燕 盛洪国 齐伟华 李伟 吴世凯 

解放军第 307 医院 100071 

 

目的  利用 4D-CT 和 TumorLoc 软件，研究肺下叶（右膈肌层面）距离脊柱不同位置处的呼吸动

度。 

方法  采用放疗专用 Philips Brilliance 24 排大孔径 CT 定位机对 10 例行真空垫固定的患者进行 4D-

CT 模拟定位扫描，将每个呼吸周期的 CT 图像平均分为 10 个呼吸时相。通过 TumorLoc 软件打开

每例患者的 10 个呼吸时相图像，获得肺下叶内（右膈肌层面）距离脊柱 40、50、60、70、80、

90mm 处血管中心点在三维方向的位移，分析位移变化及左右距离脊柱相同距离位置处三维方向的

相关性。 

结果  左肺下叶（右膈肌层面），距离脊柱 40、50、60、70、80、90mm 位置处，呼吸动度在 Z

方向（头脚）分别为 9.5±2.5、9.7±2.6、9.5±2.5、9.3±2.3、9.7±2.5、9.5±2.6mm；右肺下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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膈肌层面），距离脊柱 40、50、60、70、80、90mm 位置处，呼吸动度在 Z 方向（头脚）分别为

10.5±2.7、11.4±3.1、11.3±3.2、11.5±3.0、11.6±4.0、11.7±4.3mm；左右相同距离位置处，X 方

向（左右）、Y 方向（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左右相同距离位置处，Z 方向（头脚）

在 40、50、60mm 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分别为 0.005、0.007、0.005，Z 方向在 70、80、

90mm 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应用 4D-CT 通过 TumorLoc 软件可精确测量肺下叶（右膈肌层面）不同位置处在三维方向的

呼吸运动度。 

 
 
PL-125 

PHILIPS 大孔径 CT 模拟机影像质量控制方法研究 

 
高文超 王军良 吴世凯 周振山 盛洪国 

解放军第 307 医院 100071 

 

目的  通过对 CT 模拟定位机质控模体的测试，对 CT 模拟机的各项指标进行质控，分析影响图像质

量的因素，保证图像质量。 

方法  利用 PHILIPS 大孔径 CT 模拟机分别对 Catphan504 模体四大部分进行头部标准 QA 方案轴

向扫描，测试其层厚、CT 值线性、均匀性、噪声、空间分辨率、密度分辨率。层厚测试扫描条件

为 120kV，280mAs，层厚 9mm、6mm、3mm、1.5mm，旋转时间 0.75s，算法采用 EB；CT 值

线性扫描条件为 120kV，280mAs，层厚 9mm，旋转时间 0.75s，算法 EB、B；均匀性、噪声、空

间分辨率扫描条件均为 120kV，280mAs，层厚 9mm，旋转时间 0.75s，算法 EB；密度分辨率扫

描条件为 120kV，220mAs、240mAs、260mAs、280mAs，层厚 9mm，旋转时间 0.75s，算法

EB； 

结果  9mm、6mm、3mm、1.5mm 标称层厚的测试结果分别为 8.82mm、5.8mm、2.95mm、

1.55mm；对于 CT 值线性，EB、B 两种算法的对比度标度分别为 1.79×10-4(cmHU)-1、1.93×10-

4(cmHU)-1；均匀性为 3.9HU；噪声水平为 0.34%；空间分辨率为 6LP/cm；220mAs、240mAs、

260mAs、280mAs 条件下，密度分辨率分别为 4mm@1%、3mm@1%、2mm@1%、

2mm@1%。CT 值线性在 EB 算法条件下，对比度标度近似等于参考值下限值，密度分辨率在

220mAs、240mAs 条件下，其测量值低于参考值，其他测试项目结果均符合要求。 

结论  通过对各项目的检测可保证影像质量最优化，进而保证精确放疗的实施。 

 
 
PL-126 

CT 值对剂量计算结果的影响 

 
王军良 杨国山 周振山 

307 医院 10095068 

 

目的  通过 CT 值对剂量计算结果影响的研究，分析不做组织均匀性校正剂量计算在人体不同部位

带来的剂量误差。 

材料和方法  在 Varian eclipse 治疗计划系统（版本 7.3.10）中构建一 30cm×30cm×30cm 虚拟模

体，计算设置 SSD＝100cm，照射野大小 10cm×10cm，给予处方剂量 200cGy，分别计算在模体

不同深度赋予模体不同 CT 值的机器输出剂量。结果 深度越大，计算结果随 CT 变化越大；同一深

度，负 CT 值比正 CT 值影响要大。 

结论 在实际病人照射中对于肺部肿瘤或者纵隔穿过肺组织的肿瘤，用 6MV X 或 15MV X 射线实施

照射射线穿透肺组织大于 3cm，如果不做组织不均匀性校正，6MV X 射线计算结果会带来大于 5%

的误差，15MV X 射线计算结果会带来大于 2%的误差，穿透肺组织越深，误差越大；对于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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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因为骨组织厚度一般为 1－3cm，如果不做组织不均匀性校正，计算结果仅会带来大约 1%的

误差；对于其它组织实际照射中，如果不做组织不均匀性校正计算结果也仅会带来 1-2%的误差。 

 
 
PL-127 

全脑放疗中保护海马的调强计划设计 

 
王军良 杨海燕 孙冰 吴世凯 周振山 申戈 

307 医院 10095068 

 

目的  探讨应用直线加速器调强技术实现全脑放疗并对海马保护，对 8 例患者的调强治疗计划的剂

量分布，海马及其它危及器官受量进行分析。 

方法  选取 8 例接受全脑放疗+海马保护的乳腺癌脑转移患者，进行全脑（CTV）和海马区的勾画，

全脑外扩 5mm 形成计划靶区（PTV），海马区外扩 5mm 形成海马保护区域。利用 Varian Eclipse 

7.6 治疗计划系统设计 10 野调强计划，处方剂量为 3000cGy/10f。 

结果  8 例病人的计划靶区 PTV V90 平均值为 99.5%；PTV V95 平均值为 98.4%；PTV 的均匀性

指数平均值为 0.09。海马平均体积为 5.0cm3，海马保护区域平均体积为 26.2cm3，占全脑体积的

1.8%。海马的平均剂量为 17.1Gy，最大剂量 21.7Gy，海马保护区域的平均剂量为 22Gy，最大剂

量 29.3Gy，海马平均剂量为靶区处方剂量的 57%，海马保护区域平均剂量为靶区处方剂量的

73%。晶体最大剂量平均值为 6Gy。 

结论  在全脑放疗中利用直线加速器调强技术能在保证靶区剂量覆盖和靶区均匀性的情况下降低海

马受照剂量，实现神经认知功能的保护 

 
 
PL-128 

一种专用于双能 CT 模拟的体模原型 

 
杨克柽 

第三军医大学 400038 

 

目的  体内组织的电子密度信息是放射治疗计划中剂量计算的基本依据。近年来，双能 CT

（DECT）应用于放疗疗模拟的应研究取得了进展。与采用单能 CT（SECT）的化学当量校准法不

同，它直接解析计算相对电子密度（RED），大大提高了测量准确性。因此，体模在未来 DECT

模拟中的作用将发生根本改变。但到目前为止，相关的研究普遍沿用传统的组织等效体模，从而影

响结论的可靠性。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研制一种适用于 DECT 模拟的体模。 

方法  千伏级 X 射线衰减系数可分解为光电吸收和康普顿散射两部分，所以体内任意组织均可表示

为两种基质的线性组合，它们与 X 射线的相互作用分别以光电吸收或康普顿散射为主。采用碘为光

电吸收基质，水和乙醇为康普顿散射基质，分别配制浓度为 0，2.0，4.0，...，14.0mgI/mL 共 16

种溶液，封装于试管中，置于 CIRS 062 体模的插孔，制成体模原型。在 Siemens SOMATOM 

Definition Flash 扫描仪上，采用上腹部常用协议对体模分别进行常规螺旋扫描和双能扫描。DECT

图像分析按照 Saito 的单线性模型进行：引入 ΔHU=（1-w）HUH+wHUL，并假定与 RED 存在线

性关系。通过分析 RED 测量值的最小均方误差（MSE）确定相关系数 r 和权重因子 w。 

结果  对于 120kVp 图像，两种溶液的 RED 与 CT 值均成线性关系（r＞0.999）；存在浓度不同的

碘水溶液和碘乙醇溶液，它们的 CT 值相同，RED 大约相差 20%。在管电压为 80/Sn140kVp 的

DECT 扫描条件下，自制体模和 CIRS 062 体模的 RED 与（ΔHU）与之间均成线性关系（r＞

0.999），对应的 w 分别为 0.445 和 0.453，相对误差分别为 4.28%和 4.29%，残差标准差分别为

10.47%和 10.55%。  

结论  用于 DECT 模拟的体模的电子密度应处于人体组织的电子密度范围，但不必模拟体内组织；

在采用 Saito 模型的条件下，自制体模原型可替代 CIRS 062 体模用于确定模型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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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29 

腹部球囊加压技术对肿瘤适形调强放疗患者呼吸运动的研究 

 
杨晓梅 

南通市肿瘤医院 226361 

 

目的  肿瘤适形调强放疗中患者内部器官自主和不自主运动导致的肿瘤位移，引起内部器官在同次

及分次治疗中的运动影响放射治疗精度，本研究应用腹部球囊加压技术对患者呼吸运动的被动控

制，减小器官的活动度从而缩小靶区，减轻放疗对正常组织的影响。 

方法  应用球囊加压技术对 20 例周围型肺癌和肝脏肿瘤患者适形调强放疗中呼吸运动被动控制的研

究。所有患者应用真空体膜配合改进型体板仰卧体位固定技术，将正中激光灯长轴投影置于患者剑

突，待患者呼吸平稳后将自主研制的球囊中点与激光投影吻合，用专用腹带固定球囊并记录腹带的

刻度，然后加压，加压程度以不引起患者呼吸困难或其他不适为标准，并记录压力数值。统一采用

常规模拟机正交位测量患者球囊加压前后膈肌或肿瘤 X（左右方向）、Y（头脚方向）、Z（前后方

向）最大运动幅度。 

结果  20 例患者腹部球囊加压前运动幅度为平均为 X：0.22±0.02cm、Y：1.85 ± 0.088cm、Z: 

0.43±0.26cm，腹部球囊加压后运动幅度为平均为 X：0.05±0.014cm、Y：0.41± 0.032cm、Z：

0.16±0.16cm，球囊加压前后 X、Y、Z 膈肌或肿瘤运动幅度平均减小 X：0.17cm、Y：1.44cm、

Z：0.27cm，X 方向 T 值为 7.033，p=0.12，Y 方向 T 值为 15.414，p=0.00054，Z 方向 T 值为

3.978,p=0.07，头脚（Y）方向对减少患者靶区运动值有统计学意义；腹部球囊加压前后两个 CT

序列 PTV 体积分别为：283.2 ± 12.74 cm3 、201.8 ±12.99 cm3，t 值为：4.476,P= 0.0021；首次

治疗锥形束 CT 图像配准线性误差均值：X：0.253、Y：0.359、Z：0.238；标准误分别为：

0.081、0.070、0.059 

结论  腹部球囊加压可使患者膈肌肿瘤或肿瘤运动的幅度明显减小，在加压过程中可根据患者的耐

受情况调节气压数值，从而被动性地限制了患者的靶区运动，有效地减小肿瘤周围正常组织的受照

射体积。 

 
 
PL-130 

定量评价 Atlas 模板库对宫颈癌器官自动勾画的影响 

 
王金媛 徐寿平 张慧娟 曲宝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疗科 100853 

 

目的 探讨基于 Atlas 实施危及器官自动勾画时 Atlas 入库病例数的改变对自动勾画结果的影响。 

方法 运用 MIM（6.6.5）建立 4 组宫颈癌 Atlas 库（入库病例数目分别为 30、60、90、120 例）。

随机选择 Atlas 库之外 10 例宫颈癌患者实施其危及器官（膀胱、直肠和双侧股骨头）自动勾画

（AC）验证评价，由一名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对应进行手动勾画，并定义为参考体积(Vref)。通过

定量评价相似性系数(DSC)、敏感性指数( SI)、包容性指数（ InI）、体积差异性系数(△V)、质心偏

差（△x、△y、△z）等参数，将 AC 结果与 Vref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从而探讨不同 Atlas 库病例数

对 AC 结果的影响，以期得到最优 Atlas 库病例数可能。 

结果 4 组模板中平均 AC 时间远小于手动勾画（1.29/1.31/1.33/1.36min vs 3.96min，p=0.000），

具有统计学意义；对于膀胱而言，4 组的结果分别为：DSC 系数（0.84±0.07, 0.85±0.05, 

0.85±0.08, 0.85±0.06，p=0.975），SI 系数（0.95±0.03, 0.95±0.02, 0.94±0.04, 0.92±0.07），InI

系数（0.76±0.11, 0.77±0.08, 0.78±0.13, 0.81±0.12），△V 系数（p=0.753），质心偏差△x

（p=0.973）、△y（p=0.979）、△z（p=0.7315）；而直肠、左、右侧股骨头 4 组结果分别为：

DSC 系数（p=0.421,0.276,0.765），SI 系数（p=0.449,0.388,0.352），Inl 系数

（p=0.7825,0.416,0.424），△V 系数（p=0.923,0.308,0.304），质心偏差△x

（p=0.952,0.57,0.451）、△y（p=0.229,0.695,0.188）、△z（p=0.132,0.955,0.155）。另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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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AC 结果整体分析发现，随模板病例数增加，AC 结果呈弱变优趋势，但评价系数的 p 值均＞

0.05，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基于 Atlas 实施危及器官 AC，随 Atlas 库病例数目的增加，AC 结果呈微小的变优趋势，但无

统计学意义。但危及器官 AC 会大大节省时间成本，简化临床勾画任务，提高工作效率。对于勾画

结果的更多影响因素，需要进一步研究。 

 
 
PL-131 

双源 CT 成像结合金属伪影消除(MAR)算法对放疗中金属伪影的剂

量学评估与探讨 

 
邱健健 张立波 戈伟强 郑向鹏 

复旦大学华东医院 200040 

 

目的  放疗射野内存在高密度物质如金属性髋关节假体、牙齿填充物、动脉瘤夹等易造成模拟计划

CT 图像伪影，导致局部 CT 值失真，进而影响剂量计算的准确性。本研究评估金属伪影对放疗剂

量学的影响以及基于双源能谱 CT 成像技术的金属伪影消除算法（MARS）在抑制金属伪影和改善

剂量计算准确性方面的价值。  

方法  采用自制验证水模体，包含 4 个柱状四碘注射器的水假体，通过双源 CT 获得带有锐利伪影

的普通 CT 影像及 MARS 重建修正后的 CT 影像，三维治疗计划系统（TPS）在两套影像上模拟靶

区及正常器官，并分别制作剂量验证方案，验证方案采用 VMAT 多弧的计划包括?弧，?弧，?弧，

全弧及单弧直接避免金属伪影区共五种，根据三维治疗计划系统所形成的剂量进行得到评估结果，

并使用电离室实测验证剂量误差及绝对剂量。同时，体模中放置 TLD 热释光片，作为照射后基准

剂量用以评估。  

结果  按模拟靶区给定 200cGy 处方剂量计算，普通 CT 所测各剂量为：?弧：186.cGy；?弧：

190cGy； ?弧：190.2cGy；全弧：188.9cGy；及单弧规避：200.5cGy；Mars 后 CT 所测剂量

为：?弧：194.6cGy；?弧：196.1cGy； ?弧：194.9cGy；全弧：192.2cGy；及单弧规避：

208.9cGy；与实测绝对剂量相比，未纠正影像计算所的剂量误差为 4.5±1.0%；使用 MARS 纠正后

计算所的误差为 1.1±0.8%；纠正与未纠正体模实测误差为 3.2±1.1%。  

结论  射野内高密度伪影显著影响剂量计算的准确性，金属伪影消除算法有效地抑制了金属伪影，

改善了剂量计算的准确性，方法简便可靠。 

 
 
PL-132 

双侧原发性乳腺癌术后螺旋断层调强放射治疗一例 

 
秦青 刘纤 任刚 夏廷毅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00036 

 

目的 探讨螺旋断层调强放射治疗技术（TOMO）在双侧原发性乳腺癌术后放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 1 例双侧原发性乳腺癌术后放疗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通过比较三维适形放疗技术、调

强放疗技术及螺旋断层调强放疗三种技术计划的均匀性指数及适形度指数，明确双侧原发性乳腺癌

患者术后采用何种放疗技术更有优势。 

结果 TOMO 计划 CTV 靶区的均匀性指数（HI）和适形性指数（CI）分别为 0.69 和 1.07，IMRT

计划的 CI 和 HI 分别为 0.46 和 1.36，3DCRT 计划的 CI 和 HI 分别为 0.14 和 1.43。TOMO 计划的

左肺 V5、V20 分别为 77.75%、17.44%，右肺 V5、V20 分别为 76.88%、20.58%，双肺 V5、

V20 分别为 75.37%、19.69%。IMRT 计划的左肺 V5、V20 分别为 99%、21%，右肺 V5、V20 分

别为 100%、27%，双肺 V5、V20 分别为 99%、24%。3DCRT 计划的左肺 V5、V20 分别为

33%、21%，右肺 V5、V20 分别为 30%、19%，双肺 V5、V20 分别为 31%、20%。由以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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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双侧原发性乳腺癌患者术后放疗采用螺旋断层调强放射治疗技术均匀性好，适形度高。同

IMRT 相比，无论是左肺、右肺还是双肺，TOMO 更明显减少肺的 V5、V20 等相对剂量及平均剂

量，放射性肺炎毒性反应小。3DCRT 较 TOMO 虽在肺的低剂量区上具有优势，但其靶区适形性及

均匀性差，影响肿瘤的控制。本例患者在手术治疗双侧原发性乳腺癌后，对术后胸壁区域及锁骨上

淋巴结引流区给予 TOMO 放射治疗，放疗过程顺利，治疗期间，无放射性肺炎及急性心脏毒性反

应，皮肤反应 I 级，半年后复查无放射性肺纤维化，病情稳定。 

结论 螺旋断层调强放射治疗技术在双侧原发性乳腺癌患者术后放疗中的应用值得进一步临床研

究。 

 
 
PL-133 

非均匀组织剂量沉积的蒙特卡洛计算 

 
王志强 赵志鹏 赵红福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放疗科 130033 

 

目的  应用蒙特卡洛算法来验证人体内非均匀组织的剂量沉积，探讨蒙特卡罗算法在肿瘤放疗剂量

计算中的参考作用。 

方法  应用 EGS4/BEAM 蒙特卡洛程序，模拟医用直线加速器治疗时机头部分的粒子输运过程以及

X 射线在患者体内的沉积过程，比较模拟的剂量沉积数据和 TPS （Treatment Planing System）计

算的剂量沉积数据。选取 3 例肺部靶区进行验证；首先，通过 Beamnrc 程序模拟能量为 6MV ，大

小为 10cm×10cm 的 X 射线单前野，取得直线加速器机头部分粒子输运的相空间文件，此过程运行

粒子数为 6.9×108 个；然后，通过 CTcreate 程序将 3 例肺部靶区的 CT 转换成可供蒙卡程序识别

的 CT 模体；最后，通过 Dosxyznrc 程序将 Beamnrc 的运行结果作为射线源照射 CT 模体，以 CT

模体中心作为射野中心，取得模拟剂量沉积数据，此过程运行粒子数为 5.0×109 个。通过 Eclipse 

放疗计划系统取得临床计算剂量沉积数据，然后对两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第一例两组数据 PDD 的误差在 2%以内，Pro 误差在 5%以内；第二例两组数据 PDD 的误差

在 1%以内，Pro 误差在 3%以内；第三例两组数据 PDD 的误差在 1%以内，Pro 误差在 3%以内。 

结论  蒙特卡洛模拟方法对非均匀组织治疗剂量的准确性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PL-134 

肺癌调强放射治疗计划的定量评价和质量控制 

 
陈利 康德华 张丹丹 彭应林 孙文钊 邓小武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510060 

 

目的 设计肺癌调强放疗计划质量的定量评价方法，探讨放疗计划的自动评价和质量控制。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选取 2015 年 9 月到 2016 年 6 月本中心 38 例肺癌放疗病例，所有计划采用统

一的处方剂量要求。由物理师/剂量师为每位患者设计多个满足基本临床要求的计划，再由临床医

师对上述计划进行评价和确认最后采用的计划。根据临床医师处方要求，在 PlanIQ 软件内设置计

划评价算法，计算所有计划的计划质量指数（PQ）。比较临床医师选择的计划与 PQ 高分值计划

的一致性。根据临床接受的计划 PQ 值分布，设置计划设计的质量控制阈值，PQ 分数低于阈值的

计划进行重新计划设计，验证是否能够改进计划的质量并为临床医师接受。 

结果 所有治疗计划的质量指数平均值为：99.3 ± 25.3（满分 150，中位值为 102.2）；未被临床医

师选择的计划质量指数平均值为，86.0 ± 34.9（中位值为 98.0）。高于 PQ 阈值的计划与临床医师

选择的计划一致性为 73.7%。对低于计划质量阈值（PQ = 86.4）的计划，重新设计后的 PQ 值有

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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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肺癌调强放疗计划的计划评价算法能够实现对计划质量的定量评价，但与临床医师选择的计

划一致性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定量的计划质量评价可以帮助控制放疗计划设计的质量。 

 
 
PL-135 

标准化施源器联合外阴自由式插植对 IIIB 期宫颈癌近距离治疗

计划剂量影响的研究 

 
赵红福 程光惠 赵志鹏 毛壮 杨微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放疗科 130031 

 

目的  通过对比 IIIB 期患者单纯腔内（A 计划）、腔内联合组织间插植（B 计划）、腔内联合组织

间插植联合外阴自由式插植（C 计划）治疗计划，找到外阴自由式插植针理想位置，为临床治疗提

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 IIIB 期宫颈癌 11 例，重新设计治疗计划。A 计划采用标准载源模式等驻留时间设

置；B 计划是在 A 计划基础上设置必要的插植针驻留位置，驻留时间为腔内驻留点驻留时间的

10%~20%；C 计划是在 B 计划基础上，模拟从外阴插植至宫旁外 1/3，适当增加外阴插植针驻留

点，驻留时间与 B 计划插植针一致。处方剂量为 700cGy，OARs 剂量限值为:膀胱 D2cc<6.30Gy,

直肠和乙状结肠 D2cc<4.48Gy，小肠 D2cc<4.98Gy。A 计划处方剂量给定点为 A 点；B 计划和 C

计划按照 CTVHR D90 给定处方剂量，如 OARs 剂量超过限值，则整体降低处方以满足限值条件，

而不进行优化。比较 CTVHR、CTVIR 的 D90、OARs 的 D2cc，配对 t 检验差异。 

结果  B 计划较 A 计划明显增加 CTVHR 和 CTVIR 的 D90（562±87 vs. 651±74, p=0.001；293±38 

vs. 318±38, p=0.013），膀胱、直肠、乙状结肠和小肠的 D2cc 无显著性差异（550±93 vs. 

546±93, p=0.339；424±23 vs. 433±23, p=0.230；287±97 vs. 287±89, p=0.929；325±40 vs. 

329±24, p=0.620）。C 计划较 B 计划明显增加 CTVHR 和 CTVIR 的 D90（651±74 vs. 726±71, 

p=0.007；318±38 vs. 382±36, p=0.000），膀胱、直肠、乙状结肠和小肠的 D2cc 无显著性差异

（546±93 vs. 545±93, p=0.534； 433±23 vs. 434±22, p=0.439；287±89 vs. 291±90, p=0.148；

329±24 vs. 333±24, p=0.246）。 

结论  对于 IIIB 期宫颈癌，在同侧增加一排（2~3 根）外阴自由式插植针，靶区最宽层面，距离标

准施源器插植针水平距离为 1.6±0.5cm，插植深度为 14.0±095cm，给予少量驻留，即可在不增加

OARs 剂量的前提下，增加 CTVHR、CTVIR 的剂量覆盖。 

 
 
PL-136 

The effect of enforced fixed-field on the delivery 

accuracy of IMRT i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Fu Yimou
2
,Jin Xiance

1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Rui'an People's Hospital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delivery accuracy and dosimetric 
distribution between an enforced fixed-field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and split-
field technique for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Methods  Delivery accuracy of enforced fixed-field and split-field IMRT plans was investigated 
using a Mapcheck on 15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Dosimetric distributions on target coverage 
and organ at risk (OAR) sparing were also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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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average gamma passing rate (%GP) for split- and fixed-field IMRT plans were 
99.30%±0.89% and 96.91%±2.93% (p<0.01), respectively. %GP less than 85% was observed for 
fixed-field IMRT plans. %GP wa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field width and field size for fixed-field 
plans with Pearson correlations of r=-0.60 (p<0.001) and -0.56 (p<0.001), respectively. The target 
coverage for fixed-field and split-field IMRT were 99.36%±0.36% and 
99.40%±0.32%, respectively (p=0.43). For PTV point dose D50, D2 and mean dose (Dmean), 
the absolute values were very close between two techniques with a difference within 2%, 
indicating little clinical significance. Fixed-field IMRT irradiated a bit higher maximum dose on 
spinal cord than split-field did (p=0.001), there was no other significant dosimetric difference 
between split- and fixed- field IMRT plans on OAR sparing. Fixed-field IMRT achieved 
significantly lower MU and delivery time.  
Conclusion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ut on the delivery accuracy when applying enforced 
fixed-field IMRT for large field cervical cancer patient.Enforced fixed-field affects the delivery 
accuracy of IMRT, although it decrease the total MU and delivery time with similar dose 
distributions compared with split-field IMRT. 
 
 
PL-137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瘤床区同步加量 IMRT 的剂量学及疗效分析 

 
蒙渡

1
 唐丰文

1
 刘锐

1
 杨蕴一

1
 王书文

1
 韩苏夏

1
 赵新汉

2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 

2.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 

 

    目的：本研究分析了瘤床区同步加量放射治疗在副反应、美容效果及局部控制率等方面的差异，

为瘤床区同步加量放疗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提供了依据。 

    方法：43 例行保乳术后乳腺癌患者被纳入研究。符合以下条件：T1~2N0~1M0，无锁骨上淋巴

结转移，KPS 评分≥80 分，无严重心肺功能障碍，血细胞计数、肝肾功血清学检查正常，无胸部放

疗史及放疗禁忌症，术后伤口已愈合。采用 IMRT 计划。CTV：包括整个患侧乳腺±区域淋巴结

区。CTV boost 为瘤床区外放 0.5cm，并且不超出 CTV。PTV：CTV 内外后界各外放 0.5cm，头

侧界及脚侧界外放 0.7~1.0cm，前界不超过皮下 0.5cm。PTV boost 为 CTV boost 外放 0.5cm，并

且不超出 PTV 范围。90%的 PTV 处方剂量 50Gy/25f。90%的 PTVboost 处方剂量 60Gy/25f。对

皮肤、心脏及肺组织的副反应评价按照 RTOG 放射性反应标准进行。美容效果评价按照 Harris 法

作为标准。统计 3 年的局部无复发生存率（Localrecurrence free survival，LRFS）及总体生存率

（Overall survival，OS）。 

    结果：随访时间 29~42 个月，中位随访期 36 个月。放疗计划适形度及均匀度良好。对于 OAR

的剂量分布的统计结果显示心脏、肺、健侧乳腺组织均得到了良好的保护。皮肤副反应：1 度皮肤

反应者 53.49%，2 度皮肤反应 41.86%，3 度皮肤反应 4.65%，无 4 度皮肤反应者。放射性肺炎：

1 级放射性肺炎 30.23%，2 级放射性肺炎 9.16%，未出现 3~4 级放射性肺炎。上肢水肿：1 级上

肢水肿 18.60%，2 级的上肢水肿 4.65%。43 例患者均未出现心脏毒性。放疗前评估美容效果优+

良的比例为 93.02%，放疗后为 86.04%。其中，放疗前后相比，3 例患者美容效果评价提高

（6.98%），8 例患者美容效果评价减低（18.60%）。 

    结论：瘤床区加量放疗缩短了治疗周期，调强技术的应用可以保证剂量分布均匀度及适形度，急

性及远期副反应风险较低，3 年的 DFS 及 OS 理想，美容效果评价满意，具有可靠的安全性及疗效

的可靠性。但由于本研究样本量有限，对于副反应、美容效果及疗效的评价尚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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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38 

放射治疗的模糊逻辑及其数学原理 

 
董洋 李丰彤 王境生 陈华明 宋勇春 庄洪卿 袁智勇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过去几十年里，放疗同行一直在尝试缩小放射治疗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以使整个流程更加

―精确‖，也曾坚信―精确放疗‖是未来放疗发展的绝对趋势和潮流。但可惜的是在旧的理论框架下我

们根本无法真正意义上实现这个目标，具体表现在：1. 目前治疗计划几乎所有的精确性数据都是来

自体模实验，诸如几何精度、剂量分布、影像引导，无论在体模上多么完美，射线进入人体组织后

都成了未知数。在无法得到一个闭环反馈回路的前提下，治疗结果不得不受各种不确定性的左

右。  2. 目前沿用的 ICRU 设定，CTV,ITV,PTV 等很多推论在数学上是高度简化和省略之后做出

的，比如各种 TV 之间设置成代数直接相加的模式，但实际上，各个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不应

该这样简单的处理 3. 处方剂量线对靶区的覆盖率高于 95%（P<0.05），本质上应该是一个概率结

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是一个既定性的结果，没被包围进去的靶区，就永远的被处方剂量排除在

外。 4. 使用多模态影像进行靶区勾画时，如果两者范围不一致，很难判断到底应该使用哪种影

像，并且不同的医生所勾画靶区的范围千差万别。 5. 两个治疗计划在进行叠加时，计划系统目前

仅能将其进行代数相加，而实际上应该采用点对点的 BED 相加，然而由于各点组织 α/β 值的不确

定性，导致无法实现。 以上这些问题在基于人工计算的放疗传统框架下，是不可能得到妥善解决

的。 

方法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开始以当前治疗计划系统为背景，设计了一套新的理论框架，基于

深度机器学习和贝叶斯分类算法，以概率分布的数学语言重新描述了靶区勾画、剂量分布以及各种

CTV,PTV 的概念，应用希尔伯特空间和复数概率等数学工具使各类概率得以在向量空间中相互叠

加。综合上述数学理论推导，建立整个放疗过程的概率化数学模型，并在后期导入临床大数据以训

练模型，从而不断提高临川符合率。 

结果  目前数学推导过程已经全部完成，数学模型和临床材料的符合度尚处于先验阶段，在整体程

序框架完成后，可随着数据量的大量导入而不断上升。  

结论 放疗理论框架的根本性改革，将使延续多年的基于人工计算为核心的 ICRU 理论框架得以寿

终正寝，通过对上述 5 个典型问题的妥善解决，为今后的放射治疗展现了另一种可能的前景。模糊

放疗将很可能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关键词。 

 
 
PL-139 

各段食管癌 IMRT 计划不同布野方式的剂量学系统比较 

 
王世超 徐泳 王瑾 彭光 柏森 卢铀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针对不同分段的食管癌，三种不同布野方式的 IMRT 计划比较。 

方法和材料  28 例食管癌病例，上段 8 例，中段 10 例，下段 10 例，分别进行三种 5 野 IMRT 计划

设计，a 计划：―正五边形‖；b 计划：―倒五边形‖；c 计划：―等边五边形‖，并进行两两配对 t 检验。 

结果  计划质量：CI：中段 b 和 c 具有统计学意义；下段 a 和 c 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HI：下段 a

和 c 具有统计学意义。器官：脊髓：下段 b 和 c 的 Dmax、D5；中段 a 和 c，b 和 c 具有统计学意

义；下段 a 和 c，b 和 c，分别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左肺：所有计划 V5 和 V10 的配对比较都具

有显著统计学意义，除了中段 V5 的 a 与 b，V10 的 b 与 c。上段和下段 V20 的 b 与 c 具有统计学

意义。所有 V30 的三组配对比较都具有统计学意义，部分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右肺：统计结果类

似于左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据多集中在 V5、V10、MLD，V30 只有下段 a 与 c 具有统计学意

义。全肺：具有统计学意义数据集中在 V5、V10、V30，下段 a 与 c、b 与 c 的 V40 具有统计学意

义。上段 Dmax 的 a 与 c、b 与 c 具有统计学意义。心脏：上段 D5 的 a 与 b，a 与 c，中段、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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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的 a 与 c 具有统计学意义。上段 V20 a 与 b，中段的三组，下段 a 与 b、a 与 c 的具有统计学意

义。下段 V30、V40 a 与 b、a 与 c 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上段 V40 的 a 与 b、a 与 c，中段 a 与 b，

具有统计学意义。MHD 除了上段、中段 b 与 c，其它所有数据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左心室：上

段、下段 D5 的 a 与 c、b 与 c；中段 V20、V30、MHD、下段 a 与 c、b 与 c，分别具有统计学意

义。右冠状动脉：上段 Dmax a 与 b、a 与 c 具有统计学意义。上段 Dmean a 与 b、a 与 c，下段 a

与 b，上段 D5 a 与 b、a 与 c，下段 a 与 c，具有统计学意义。左冠状动脉：上段 Dmax a 与 c，中

段 a 与 b、a 与 c，下段 a 与 c 具有统计学意义。上段 Dmean a 与 c，中段的 a 与 c、b 与 c，下段

a 与 c、b 与 c 具有统计学意义。 上段 D5 的 a 与 c，中段的 a 与 b、a 与 c 具有统计学意义，下段

三组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正常组织：除了上段 b 与 c，其它所有数据都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布野方式对靶区的剂量分布无影响；各段食管癌，―正五边形‖布野方式，肺受照量低，―等边

五边形‖方式肺 V20 指标最低，其计划心脏受量各指标最低；与―倒五边形‖类似，心脏、左心室、

左冠状动脉受照量低。 

 
 
PL-140 

椎体转移瘤容积旋转调强、常规静态调强和三维适形放疗剂量对

比研究 

 
苏晓明 王宗烨 单改仙 陈芳 任晔 崔迪 戴卓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放疗中心 100101 

 

目的 通过比较椎体转移瘤容积旋转调强（VMAT）、常规静态调强（s-IMRT）和三维适形放疗

（3D-CRT）剂量参数，以寻找合适的放疗技术治疗椎体转移瘤。 

方法 选择 2014 年 8 月～2016 年 4 月在我中心接受放疗的符合条件的脊柱转移瘤患者 20 例，所有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通过大孔径 4D-CT 模拟定位机扫描获取定位图像，经过专业放疗医师完

成靶区勾画，然后分别采用容积旋转调强、常规静态调强和三维适形三种不同放疗技术完成放疗计

划设计，比较计划靶区（PTV）和危及器官脊髓的剂量分布图、剂量体积直方图和剂量学参数。通

过比较计划靶区适形指数（CI）和均匀性指数（HI）反映靶区适形度，通过比较危及器官脊髓最大

照射剂量 Dmax、平均照射剂量 Dmean、最小照射剂量 Dmin 以及 V30、V40、V45 反映脊髓保护

程度。 

结果  ①对于脊髓 Dmin、Dmean、Dmax 以及 V30、V40、V45，VMAT 和 s-IMRT 技术均显著低

于 3D-CRT 技术，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VMAT 和 s-IMRT 技术之间相比无统计

学差异（P＞0.05）。②对于 PTV 适形指数（CI）和均匀性指数（HI），VMAT 技术明显优于 3D-

CRT 和 s-IMRT 技术（P＜0.05）。 

结论 对于椎体转移瘤，容积旋转调强放疗剂量分布更优，是一种―高效低毒‖的放疗方案，提高肿瘤

靶区剂量的同时能更好保护脊髓危及器官，减少放疗副反应，明显优于常规静态调强和三维适形放

疗技术，值得临床推广。 

 
 
PL-141 

医用直线加速器的应用质量检测结果分析 

 
胡红波 周艳 胡莹 

广州军区联勤部药品仪器检验所 510080 

 

目的  掌握医用直线加速器配置和应用质量状况,调查分析医用直线加速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为质

量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依据《JJG 589-2008 医用电子加速器辐射源》对 21 台医用直线加速器的应用质量进行现场

检测，核查其质控设备和人员资质，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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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1 台医用直线加速器中国产设备仅占 19.04%，使用时间达 10 年以上的设备占比 28.57%，

单一能量设备占比 23.80%。各医疗机构医用直线加速器的初检合格率相差较大，总体仅为

32.62%。影响较大的项目主要为电子束辐射野的均整度、电子束的辐射质、电子束剂量示值误差

等参数，合格率分别为 30.77%、30.77%、46.15%。经医疗机构质控人员和厂家工程师现场调试

后，相关参数符合标准。各医疗机构的质控力量差别也较大，资深物理师占物理师的比重仅为

47.5%，部分医疗机构质控设备严重不足。 

结论 各医疗机构应加强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的质量控制，完善质量控制设备的配备，定期查验设

备性能状况以保证放射治疗的精确执行。 

 
 
PL-142 

晚期鼻咽癌采用 MFO 或混合 MFO IMPT 优化设计的计划 

稳健性比较 

 
黄晓延

1,2
 Hong Zhou

3
 沈兴

3,4
 Ying Feng

3
 Zuofeng Li

3
 

1.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2.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3.University of Florida Health Proton Therapy Institute 

4.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肿瘤放化疗科 

 

目的  以多野最优（MFO）或混合 MFO 的稳健性优化方法设计晚期 NPC 质子调强 (IMPT)计划，

比较不同设计方案的稳健性。 

方法  ⑴ 20 例晚期 NPC 病例，勾画 GTVp、CTV1、CTV2、GTVn_L 与 GTVn_R 等 5 个靶区，处

方剂量定义为 D98%, V95%≥99%。⑵稳健性优化设置：等中心平移不确定度 2mm; 射程不确定度

3%; 21 个扰动场景; 对靶区及重要器官有效。⑶同面四野近 BOX 计划，采用三种优化方案：方案

P1：所有射野完全使用 MFO 优化；方案 P2：最大剂量限制的混合 MFO： 基于 P1 并对各射野增

加 CTV2 最大剂量限制；方案 P3：最小剂量限制的混合 MFO：将 CTV2 按位于鼻咽部左右分割为

CTV2_L 与 CTV2_R; 基于 P1 增加左、右侧野给予 CTV2_L、CTV2_R≥ 20Gy 剂量。⑷稳健性评

估：① 无扰动情况；② 与稳健性优化时相同的扰动参数；③ 各射野中心分别偏移 1mm，另加 3%

射程不确定度，48 个扰动场景；④ 与③类似，射野中心偏移 2mm。⑸评估参数：各靶区的

V100、V95、ΔDaverage 及正常器官剂量，有扰动情况下各参数取所有扰动下的最差值。  

结果  一、靶区：无扰动情况：三种方案所有靶区的 V100%、V95%两两配对 t 检验无显著性差

异； ΔDaverage 两两配对 t 检验有统计学差异，显示 P3 方案的靶区过照射剂量比 P2 高。扰动

②：V100%、V95%数据显示在各照野等中心同时移动时，三个方案皆产生稳健计划。扰动③：靶

区覆盖率有所下降，某些病例的 GTVn_L 与 GTVn_R 的覆盖率下降较快（V100%降到 70%以

下），P2 的稳健性更好。扰动④：靶区覆盖率进一步下降，出现多例靶区 V100 小于 50%的情

况，P2 的稳健性更好。二、正常器官：脑干、脊髓、臂丛神经、腮腺、颞颌关节等器官剂量有显

著性差异，P2 方案优于 P3 方案。   

结论  ⑴稳健性优化方法只可在与稳健优化中相同的扰动参数下产生高稳健性计划；⑵各射野等中

心偏移扰动不等时，计划稳健性下降，P1 方案下降最多；⑶P3 方案的靶区过照射剂量较高，正常

重要器官剂量较高；⑷采用最大剂量限制的混合 MFO 优化方法是平衡计划稳健性与剂量分布的折

中方案，不需额外勾画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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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43 

基于肺叶保护的局部晚期肺癌术前新辅助放疗剂量学研究 

 
顾恒乐 李洪选 徐志勇 傅小龙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200030 

 

目的 对于已有纵隔淋巴结转移的局部晚期肺癌患者，在手术前应用新辅助放化疗可以使肿瘤缩

小，增加手术切除机会或缩小手术切除范围。但是较大的照射范围往往会增加放射性肺炎发生的风

险。本文研究了通过在治疗计划设计时加强对术后将保留肺叶部分的剂量保护，对于靶区及肺各相

关参数在剂量学上的影响，并对靶区-保留肺区相对位置关系与剂量结果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

析，从而了解可能得到最佳获益的病例类型。 

方法 选取 20 例术前接受新辅助放疗的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例，分别设计常规剂量参数限定的

IMRT 计划和基于术后将保留肺叶部分剂量体积限定的 P-IMRT 计划，给予 95%PTV 40Gy 处方剂

量，比较两种计划对靶区剂量适形性、均匀性以及肺各剂量参数指标（单肺、双肺术后保留肺叶的

V5，V10，V13，V15，V20 及 MLD）的影响，以及靶区-保留肺区相对位置关系与剂量结果之间

的相关性。 

结果 基于肺叶保护的放疗计划在保证了靶区受照剂量的同时，能够显著降低单侧和双侧术后将保

留的肺叶部分的 V10、V13、V15 及 MLD 剂量，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靶区-保留肺区相对位置关

系与两组计划的剂量学差异有显著影响。 

结论 基于肺叶保护的肺癌放疗是一种方便并有显著剂量学优势的治疗手段，特别是对于一些常规

设计 IMRT 计划中周围有较多需要保护的健康肺叶病例优势更为明显。 

  
  
PL-144 

采用三维 γ 分析 IMRT 治疗前计划重建结果探讨 

 
胡银祥

1,2
 卢冰

1,2
 金海洁

1,2
 甘家应

1,2
 王志勇

2
 罗元强

2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贵州省肿瘤医院 

 

目的   采用三维 γ 通过率分析治疗前 IMRT 计划的 EPID 反投影三维重建剂量结果，探讨三维重建

系统的精度和三维 γ 分析可靠性。 

方法   研究使用 EPID 反投影重建基于患者定位 CT 的治疗前剂量，与 TPS 进行比较。共统计 191

例 IMRT 计划，采用 DosimetryCheck（DC）系统进行三维重建，分析靶区的三维 γ(3mm，3%)通

过率和剂量等结果。    

结果    1、全组等中心剂量平均偏差-2.02%（-11.6%—10.89%），偏差在 3%以内占 69.1%；

γPTV 的平均通过率是 91.56%（70.92%—100%）, 通过率大于 90%有 126 例（67.0%），通过率

在 80%-90%区间有 53 例（28.2%）；γGTV1（178 例）的平均通过率是 92.56%（37.5%—

100%）, 通过率大于 90%有 136 例（76.4%），通过率在 80%-90%区间有 26 例（14.6%）；

γGTV2(95 例) 平均通过率是 90.68%（17.24%-100%）, 通过率大于 90%有 59 例（62.1%），通

过率在 80%-90%区间有 28 例（29.5%）；鼻咽癌 PTV2 的 γ 通过率平均仅为 67.85%，通过率大

于 80%有 26 例（48.2%）。2、Elekta 的 EPID 在从低到高三种剂量率下 iViewGT 采集的图像 X

轴左右偏移为 0.5mm—4mm，根据 Profile 的将图像适当平移转换各射野通量，选取 31 例鼻咽癌

进行治疗前剂量重建，鼻咽部 GTVnx 的三维 γ 通过率从 86.8%提高至 91.2%，重建的 GTV 平均

剂量与计划有统计学差异；PTV1 的 γ 通过率从 87.39%提高至 91.09%，重建的 PTV1 平均剂量与

计划无统计学差异。3、对体积远小于 PTV 的 GTV，机架角为 0 度时测量重建比实际机架角的

γGTV 通过率提高近 5%。4、采用 5mm 比 3mm 网格重建降低 PTV 通过率 1%-2%，计算时间缩

短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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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采用 EPID 进行反投影三维重建，自动化和快捷程度有待提高，等中心点在靶区外剂量偏差

大于靶区内，DC 系统在远离中心和靶区外的拟合精度有待提高。剂量率和机架旋转对小靶区的通

过率影响较大，重建计算网络对重建剂量偏差和通过率精度影响较小。靠近等中心的区域通过率大

于较远的区域，对远离等中心的靶区的通过率低，仅从通过率判断计划是否符合 QA 标准可能不

够，需要考虑点剂量或者靶区平均剂量等。 

 
 
PL-145 

宫颈癌自适应放射治疗基于配准与图谱库的自动勾画分析 

 
郑庆增

1,2
 王运来

2
 

1.武汉大学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分析 MIM 软件在宫颈癌自适应放射治疗中基于配准与图谱库的自动勾画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可

行性与准确性。 

方法 选取 100 例女性盆腔肿瘤患者的 CT 图像及危及器官的勾画结果，建立 Atlas 模板库。选取 8

例宫颈癌患者的重新定位的 CT 图像，由临床医生进行手动勾画靶区与危及器官，并将其作为参考

勾画。分别以形变和刚性两种配准方式将初次计划 CT 图像与重新定位的 CT 图像配准，并将初次

计划 CT 图像的勾画传送到重新定位的 CT 图像上；同时对各 CT 图像进行基于 Atlas 模板库的自动

勾画，分别统计三种勾画方式所需时间。利用 Dice 相似性系数、Hausdorff 平均距离、体积差百分

比、矩心距离评价形变组、刚性组和 Atlas 组的勾画结果，并对结果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 膀胱、直肠的三组勾画的 Dice 系数、Hausdorff 平均距离、体积差百分比、矩心距离均无显

著性差异（P＞0.05），形变组中膀胱和直肠的 Dice 平均值分别为 0.72、0.7，Atlas 组中膀胱和直

肠的 Dice 平均值分别为 0.55、0.51；小肠的三组勾画的 Hausdorff 平均距离、矩心距离均无显著

性差异，形变组与 Atlas 组的 Dice 系数有显著性差异（P=0.036），Dice 平均值分别为 0.53、

0.34，形变组、刚性组与 Atlas 组的体积差百分比有显著性差异（P=0.023，0.031）；盆骨、双侧

股骨头的形变组与刚性组的 Dice 系数、Hausdorff 平均距离、体积差百分比无显著性差异，与

Atlas 组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形变组和刚性组中的 Dice 平均值为 0.91～0.93、Hausdorff

平均距离为 0.11～0.14cm、体积差百分比为 3.9%～7.3%，Atlas 组中的 Dice 平均值为 0.84～

0.85、Hausdorff 平均距离为 0.23～0.26cm、体积差异百分比为 17.5%～21.2%。三组勾画的的矩

心距离均无显著性差异。形变组的各评价指数均好于刚性组好于 Atlas 组。形变组和刚性组的靶区

勾画结果无显著性差异，Dice 平均值均为 0.9。形变组、刚性组、Atlas 组完成一例勾画的平均时

间分别为 45s、21s、98s。 

结论 基于配准的自动勾画优于基于图谱库的自动勾画，三种勾画方式均能快速、准确的完成危及

器官的自动勾画，节约勾画时间，可以应用于宫颈癌的自适应放射治疗。 

 
 
PL-146 

不同放疗技术在乳腺癌的全乳+区域淋巴结照射中的剂量学研究 

 
徐英杰 胡志辉 田源 马攀 李帅 戴建荣 王淑莲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探索左乳癌保乳术后行全乳+内乳区及锁骨上区放疗的优选照射技术，评价不同照射技术的剂

量学参数，用于指导临床。 

方法  在本院收治的 10 例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的定位 CT 图像上勾画靶区和危及器官。照射范

围包括锁骨上区、内乳区及全乳腺，处方剂量为 50Gy，分次数 25 次，分别在 Tomo 计划系统和

Pinnacle 计划系统设计 Tomo 计划和 VMAT、IMRT、CRT+IMRT 计划。对于靶区和主要危及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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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价，并采用非参数 Kruskal-Wallis 单因素 ANOVA 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p<0.05 为有显著性差异。 

结果  对于靶区的适形指数，四种计划有统计学差异，两两比较分析结果为 Tomo、VMAT 计划与

CRT+IMRT 计划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其余无统计学差异。对于靶区均匀性指数，四种计划有统

计学差异，Tomo 计划的靶区均匀性最好，两两比较显示 Tomo 计划显著优于 IMRT 和 CRT+IMRT

计划，VMAT 计划均匀性指数虽优于 IMRT、CRT+IMRT 计划，但并无显著差异。 

对于患侧肺的 V20，Tomo 计划与其他计划相比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CRT+IMRT 计划的 V20 略

高，但与另两计划相比无显著差异；对于患侧肺的 V5，同样是 Tomo 计划最低，显著低于 VMAT

和 IMRT 计划，但与 CRT+IMRT 计划无显著差异；对于患侧肺的 V10，Tomo 计划显著低于 IMRT

和 CRT+IMRT 计划；患侧肺的平均剂量比较结果与患侧肺 V20 的结果类似。对于心脏 V30，仍是

Tomo 计划具有优势，但仅与 CRT+IMRT 计划相比具有显著差异，其余两两比较无显著差异；心

脏的平均剂量四种计划间无显著差异。对于左降支平均剂量 Tomo 显著优于 CRT+IMRT 计划；对

于左降支最大剂量，四种计划间无显著差异。健侧乳腺的 V5、V10，Tomo 计划最低，显著低于

VMAT 和 IMRT 计划，CRT+IMRT 计划居中，其平均剂量则是 CRT+IMRT 计划最低，但四种计划

间无显著差异。健侧肺的结果与健侧乳腺类似，但 CRT+IMRT 计划的健侧肺平均剂量显著优于

VMAT 计划，其余两两比较无显著差异。 

结论  对于乳腺癌的全乳+区域淋巴结照射，综合考虑靶区和危及器官受量，推荐使用 Tomo 或

VMAT 技术。 

 
 
PL-147 

乳腺癌 VMAT 治疗剂量学分析及肺急性放射性反应观察 

 
崔迪 苏晓明 任晔 戴卓捷 樊晶晶 申玉龙 吴清芹 王莹 单改仙 徐峰超 陈芳 王宗烨 

解放军第 306 医院 100101 

 

目的:我单位在严格控制剂量评价指标的条件下，进行了乳腺癌容积旋转调强的治疗及随访，评价

治疗计划并观察患者急性肺毒性反应发生情况。 

材料与方法  收集我单位自 2016 年 3-4 月期间收治的乳腺癌术后化疗后接受 VMAT 治疗患者，排

除晚期乳腺癌，双侧乳腺癌，有胸部放疗史及有肺部基础病患者后，纳入女性乳腺癌患者 10 例，

中位年龄 51.5 岁（32-62 岁）。其中 5 例接受了 VMAT 部分单弧（180°）照射，另 5 例接受了双

弧（40°+40°或 40°+60°）照射。放射治疗的处方剂量为 60Gy/30F 或 50Gy/25F，2Gy/F，5F/W。

对其进行治疗的方案及剂量体积参数的统计，评价。并以放射治疗后 3 月为研究终点，复查胸部 X

线或 CT 检查，评价患者的呼吸系统临床症状及肺急性放射性反应。 

结果  患者 VPTV 为（716.49±255.80）cm3，患侧肺体积平均为（927.14±217.57）cm3。患侧肺

V5、V10、V20 及双肺 V20 分别为（50.84±8.26）cm3、（30.98±6.93）cm3、（18.83±4.13）

cm3 及（18.45±4.13）cm3。患侧肺 Dmean 为（1117.40±193.72）cGy，靶区的均匀性指数 HI 为

(1.11±0.07)，适形指数 CI 为(0.71±0.07)。健侧肺的 V5（20.27±20.43）cm3，在 5 例单弧计划及

5 例双弧计划患者中分别为（37.91±12.27）cm3 及（2.63±3.21）cm3，p＜0.01。全身的 V10

（14.22±7.47）cm3，单弧计划及双弧计划中全身 V10 分别为（18.17±6.52）cm3，

（10.27±6.64）cm3，p<0.05。患者经随访进行胸部 X 线或 CT 检查后，根据 RTOG 及 CTC3.0 标

准统计急性肺毒性反应。8 例无任何临床症状及影像改变，2 例胸部 CT 发现条索影，所有患者中

目前尚未观察到 2 级以上肺部损伤。 

结论  乳腺癌术后 VMAT 放射治疗，采用部分单弧或双弧照射技术，通过控制照射弧度角度及范

围，评价治疗计划均得到较好的剂量均匀性及适形性，治疗时间明显缩短。通过随访，治疗后 3 月

未观察到 2 级以上急性放射性肺毒性反应。研究中也发现双弧 VMAT 治疗，可显著降低患侧肺及

全身的低剂量区的范围。但由于该研究纳入病例数量少，观察时间短，仍需要进一步随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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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48 

A Hybrid IMRT/VMAT technique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 dosimetric comparison with step-and-shoot 

IMRT and single-arc VMAT 
 

Lu Shuangchen
1
,Yang Jinlei

2
,Lin Xia

1
,Wang Tiejun

1
 

1.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41， P. R. 

China 

2.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Jilin Cancer Hospital， Changchun 130012， P. R. China 

 

Purpose  To evaluate a Hybrid IMRT/VMAT technique which combined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and volumetricmodulated arc therapy (VMAT) as a treatment option for the 
radiotherapy of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Materials and methods  Treatment plans were analyzed for 9 patients with NPC.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IMRT and VMAT, respectively. IMRT plans were generated by using custom nine 
equally spaced coplanar beams and VMAT Plans were designed with a single arc. And then they 
were re-planned by a hybrid technique that concurrently combines step-and-shoot IMRT with 3 
beams and VMAT with 2 partial arcs. Dosimetric comparisons between IMRT, VMAT, and Hybrid 
IMRT/VMAT plans were analyzed in terms of coverage, homogeneity and conformity of PTV, 
sparing of OARs, delivery time, monitor units (MUs), and the pass ratios of quality assurance 
(QA).  
Results  The comparison of Hybrid IMRT/VMAT and IMRT showed tha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arget coverage and sparing of OARs. Compared with VMAT, hybrid technique provided better 
sparing of larynx and trachea, which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of patients. MUs, 
delivery time and the QA passing rates of Hybrid IMRT/VMAT were between IMRT and VMAT.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ybrid IMRT/VMAT provided better sparing of the larynx 
and the cervical trachea, better pass ratios of QA than VMAT, and shorter delivery time, fewer 
MUs than IMRT. Hybrid technique provides a conceptual middle ground between IMRT and 
VMAT for NPC radiotherapy. 
 
 
PL-149 

2209 例 IMRT 计划验证结果分析 

 
陈进琥 吴仕章 尹勇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分析比较我院 2209 例调强放疗计划 MapCheck 二维剂量验证结果. 

方法  统计登记我院自 2014 月 1 月至 2015 年 6 月瓦里安直线加速器治疗的 IMRT 计划验证结果。

加速器分别为 Trilogy，23EX，21EX，及 CX。验证结果按照：1、动态调强（sliding window）与

静态调强（multiple static segments）分组统计；2、按颅脑,头颈,肺,食管,腹部,盆腔,乳腺七个部位

分组统计。二维剂量验证设备使用的 MapCheck。计划验证均为比对所有射野叠加结果。获得测量

叠加与计划叠加的二维剂量 gamma 通过率。使用 3%/3mm 标准，通过率<90%认为不通过。分析

因部位不同及技术（动态调强和静态调强）不同导致计划验证通过率的差异，以及首次分析不通过

的比例。 

结果  共收集 2209 例有效的 IMRT 计划剂量验证结果。其中动态调强 1887 例,静态调强 322 例。 

1) 2209 例计划验证中，首次验证不通过占总数 1.86%，平均通过率为 98.18%±1.98%。首次验证

不通过为 41 例，其中动态调强 35 例，静态调强 6 例。41 例计划经查找原因并纠正后再次验证，

平均通过率为 97.04%±2.69%（最高为 98.6%，最低为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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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颅脑计划平均通过率为 98.49%±1.94%，头颈计划平均通过率为 97.83%±2.02%，肺计划平均

通过率为 98.27%±1.91%，食管计划平均通过率为 98.46%±1.50%，腹部计划平均通过率为

98.55%±1.99%，盆腔计划平均通过率为 98.17%±2.02%，乳腺计划平均通过率为

98.34%±2.10%。 

3) 动态调强计划平均通过率为 98.46%±1.76%，静态调强计划平均通过率为 97.49±2.37%。 

结论  大部分 IMRT 计划均能首次通过计划验证，不通过计划经过纠正后通过验证。不同部位计划

对验证结果有一定影响，但均能满足验证要求。动态调强与静态调强计划验证结果无明显差异。 

 
 
PL-150 

双侧乳腺癌保乳术后调强放射治疗三种设野策略的比较研究 

 
邵秋菊 周苏娜 余宗艳 何东杰 于得全 常浩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0135135 

 

目的  探讨双侧乳腺癌保乳术后行术后放射治疗两种切线野及近似均分设野三种设野方式的调强计

划的靶区和正常组织受量的优劣。 

方法  选取我科治疗过的 5 例双侧乳腺癌保乳术后病例，重新设计三组计划，计划 A 为切线野左右

乳腺整体调强，计划 B 为切线野左右乳腺分别调强并整合与一个计划，计划 C 为近似均分设野调

强。HI（homogeneity index）、CI（conformity index）分别评估计划的均一度和适形度。V20、

V10、V5 和 Dmean 评估肺受照射剂量，V20、V30，V40 和 Dmean 评估心脏受量。采用

SPSS18.0 对结果进行统计。 

结果  A、B、C 三组计划的 HI 分别为 1.09、1.10 和 1.09，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CI 分别为

0.83、0.82 和 0.86，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A、B、C 三组计划的双肺 V20 分别为 34.3±3.7，

26.7±4.8，31.4±9.0；V10 分别为 72.4±5.1，40.7±4.5，62.9±11.2；V5 分别为 88.7±5.5，

57.7±6.2，82.0±5.3；平均剂量分别为 18.1±1.3，13.1±1.9，16.4±2.0。计划 B 的 V10 和 V5 较计

划 A 和 C 低（p=0.000，0.002），平均剂量也较低（p=0.002，0.032）。计划 B 的心脏受量亦较

低，但与计划 A、C 比较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三种调强放疗射野方式比较，计划的适形度和均一度相当。对于肺低剂量区（V10，V5），

切线野分别调强并整合的计划明显优于单纯切线野整体调强放疗及近似均分射野调强放疗，双肺平

均剂量亦较低。所以，双侧乳腺癌保乳术后调强放射治疗采用切线野分别调强并整合的计划可以明

显减低肺部的受照射剂量，特别是减少肺低剂量区照射。 

 
 
PL-151 

食管癌 IMRT 和 VMAT 计划对摆位误差敏感度的研究 

 
王中飞 谭丽娜 孙晓欢 王兴安 肖锋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比较 IMRT 和 VMAT 计划中靶区及危及器官的剂量分布受摆位误差影响的敏感度。 

方法  选取 2015 年在本科行调强放疗的食管癌患者 20 例。靶区 PGTVnx、PGTVnd 处方剂量为

59.36Gy/28F，PTV 处方剂量为 50.4Gy/28F。使用美国瓦里安公司的 Eclipse 13.5 治疗计划系统

分别设计 IMRT 和 VMAT 计划。IMRT 计划采用 5 个照射野，机架角度分别为 60°，150 °，180°，

210°，300°，机头、治疗床角度均为 0°；VMAT 计划采用 2 弧照射，机架顺时针、逆时针各转一

圈，机架在 70°～110°和 250°～290°范围内限定不出束，两弧的机头角度分别为 5°和 355°，治疗

床角度为 0°。将各个计划的 X、Y、Z 分别偏移±3mm 模拟摆位误差，重新计算剂量分布，分别统

计靶区和危及器官剂量较原计划的变化量，比较 IMRT 和 VMAT 两种计划剂量分布变化量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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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所有计划靶区最大剂量较原计划均无显著差异，靶区最小剂量较原计划均降低，但 VMAT 和

IMRT 靶区减小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 方向偏移+3mm 时，脊髓受量较原计划增加最为显著，双

肺 V20、V30、Dmean 和心脏 V30 均增加，其中只有脊髓变化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 VMAT 增

加量小于 IMRT（p<0.05）。Y 方向偏移+3mm 时，脊髓受量较原计划增加最为显著；双肺 V20、

V30、Dmean 和心脏 V30 均降低。其中只有脊髓变化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 VMAT 增加量小于

IMRT（p<0.001）。Z 方向偏移+3mm 时，脊髓受量较原计划增加最为显著。双肺 V20、V30、

Dmean 和心脏 V30 均降低。但 VMAT 和 IMRT 变化量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Y、Z 方向偏移-

3mm 时，危及器官受量变化与以上结果趋势相反。模拟治疗时摆位误差分别向正负方向偏移次数

相同的最终危及器官受量与原计划无明显差异，但要避免误差偏向同一方向。 

结论  放疗过程中摆位误差会导致靶区和危及器官剂量分布较原计划产生一定变化。对靶区而言，

摆位误差给 IMRT 和 VMAT 剂量分布带来的偏差之间没有明显差异；相比 IMRT，VMAT 可以降低

摆位误差对脊髓带来的剂量偏差。 

 
 
PL-152 

鼻咽癌 IMRT 和 VMAT 计划对摆位误差敏感度的研究 

 
王中飞 谭丽娜 孙晓欢 王兴安 肖锋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比较 IMRT 和 VMAT 计划中靶区及危及器官的剂量分布受摆位误差影响的敏感度。 

方法  选取 2015 年在本科行调强放疗的鼻咽癌患者 10 例。靶区 PGTVnx 处方剂量为

72.6Gy/33F，PTV1 处方剂量为 59.4Gy/33F。使用美国瓦里安公司的 Eclipse 13.5 治疗计划系统

分别设计 IMRT 和 VMAT 计划。IMRT 计划采用 7 个照射野，机架角度分别为 0°，52 °，103°，

155°，206°，258°，309°，机头、治疗床角度均为 0°；VMAT 计划采用 2 弧照射，机架顺时针、

逆时针各转一圈，两弧的机头角度分别为 5°和 355°，治疗床角度为 0°。将各个计划的 X、Y、Z 分

别偏移±3mm 模拟摆位误差，重新计算剂量分布，分别统计靶区和危及器官剂量较原计划的变化

量，比较 IMRT 和 VMAT 两种计划剂量分布变化量的大小。 

结果  所有计划靶区最大剂量较原计划均无显著差异，靶区最小剂量较原计划均降低，但 VMAT 和

IMRT 靶区减小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 方向偏移+3mm 时，左右腮腺受量较原计划变化最为显

著，其中左腮腺降低，右腮腺增加，VMAT 变化量大于 IMRT（左腮腺 p=0.006，右腮腺

p<0.001）；脑干受量均增加，VMAT 增加量小于 IMRT（p=0.002）。Y 方向偏移+3mm 时，脑

干、脊髓受量较原计划增加最为显著；左右腮腺受量均降低。其中只有脑干变化量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即 VMAT 增加量小于 IMRT（p<0.001）。Z 方向偏移+3mm 时，视交叉、视神经受量较原计

划增加最为显著。脑干、左右腮腺受量较原计划也有增加。其中只有脑干变化量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即 VMAT 脑干增加量小于 IMRT（p=0.003）。X、Y、Z 方向偏移-3mm 时，危及器官受量变

化与以上结果趋势相反。 

结论  放疗过程中摆位误差会导致靶区和危及器官剂量分布较原计划产生一定变化。对靶区而言，

摆位误差给 IMRT 和 VMAT 剂量分布带来的误差之间没有明显差异；相比 IMRT，VMAT 可以降低

摆位误差对脑干带来的剂量偏差，但会增加 X 方向摆位误差对腮腺带来的剂量偏差。 

 
 
PL-153 

Tomotherapy 二级准直器宽度对肺癌计划剂量学影响的研究 

 
傅麓 谷家冰 朱健 陈进琥 尹勇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分析 Tomotherapy 静态二级准直器对肺癌放疗计划剂量参数和实施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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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16 例Ⅰ/Ⅱa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分别根据 TPS 内设 3 种不同尺寸的二级准

直器宽度设计螺旋断层放射治疗计划：FW5 组为 5.05cm，FW2 组为 2.51cm，FW1 组为

1.05cm。所有计划都假定给与靶区 50 Gy / 10 f。所有计划剂量学参数均需满足临床要求。然后统

计分析靶区和正常器官的剂量学参数，以及总输出时间，并使用 SPSS 软件对三组数据进行组间配

对 t 检验，分析差异。 

结果  按照 FW5 组、FW2 组、FW1 组排列顺序均， 

1) 靶区适形度为：0.67±0.20、0.68±0.20、0.68±0.20。均匀性为 0.06±0.00、0.05±0.00、

0.06±0.00。PTVD2 为 52.98±1.30Gy、52.49±0.79Gy、52.38±1.08Gy。PTVD98 为

49.79±0.35Gy、49.84±0.29Gy、49.72±0.53Gy。两两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 患侧肺的 V5 为 55.09±11.90Gy、42.83±8.10Gy、34.18±7.69Gy。V10 为 41.21±8.33Gy、

31.50±6.66Gy、26.04±6.85Gy。V20 为 23.79±8.53Gy、17.15±4.49Gy、14.28±4.22Gy。平均肺

受量为 12.27±2.10Gy、9.77±1.78Gy、8.20±1.69Gy。两两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全肺的 V5 为 32.77±6.18Gy、24.796±5.66Gy、20.328±6.05Gy。V10 为 22.038±5.72Gy、

16.063±5.17Gy、14.152±5.63Gy。V20 为 11.495±3.48Gy、9.147±3.20Gy、7.67±3.32Gy。平均

全肺受量为 7.412±1.35Gy、5.889±1.26Gy、4.967±1.38Gy。两两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4) FW5 组总输出时间比 FW2 组缩短约 35%，FW2 组比 FW1 组缩短约 51%。 

结论  螺旋断层放疗中二级准直器宽度尺寸对肺癌靶区剂量分布影响不显著，较小二级准直器宽度

可显著降低肺组织的受量，但同时会显著延长总输出时间。 

 
 
PL-154 

电离室测量 IGRT 床对剂量的影响与 Eclipse 计划系统床结构对

剂量的影响之间的对比分析 

 
黎妲 王永强 张艳兰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 030001 

 

目的 IGRT 床是一种碳纤维结构的床，虽然碳纤维对射线衰减很小，但是由于碳纤维床相比传统的

治疗床要厚的多，IGRT 床势必对剂量的有影响。本文利用电离室测量 IGRT 床值对剂量的影响，

并对比 Eclipse 计划中加床结构和不加床结构剂量计算的结果，看看 Eclipse 计划系统中床结构对

剂量修正准确不准确。 

方法 先利用电离室 FC65 和 14cm 固体水测量不加床的剂量，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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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这 7 个角度，每个角度分别出束 100MU；每个角度出束 3 次，测量 3 次，剂量取平均值。再从

240
0，220

0，200
0，180

0，160
0，140

0，120
0这 7 个角度分别出束测量加床的剂量；最后得到不

同角度 IGRT 床对剂量的实际影响率。利用定位 CT 扫描电离室 FC65 和 14cm 固体水模体，勾画

出电离室 FC65 的灵敏体积作为靶区。在 Eclipse 计划系统里计算 240
0，220

0，200
0，180

0，

160
0，140

0，120
0这 7 个角度出束 100MU，加和不加辅助床结构时，该电离室靶区的平均剂量，

得出计划系统中加床结构对剂量的影响。最后对比分析电离室测量 IGRT 床对剂量的影响与

Eclipse 计划系统中床结构对剂量的影响 

结果 角度 240
0 ，220

0，200
0，180

0，160
0，140

0，120
0 中，实际测量得到的 IGRT 床对剂量的影

响率依次为： 
4.47%，2.26%，1.74%，2.04%，1.98%，1.99%，3.00%；Eclipse 计划系统计算

得到的床结构对剂量影响率依次为 7.57%，4.91%，3.68%，3.39%，3.56%，5.01%，7.69%。 

Eclipse 系统明显高估了 IGRT 床对剂量的影响，高估的比率最小为 1.35%，最大为 4.70%。 

结论 在临床应用中，如果不考虑 IGRT 床对剂量的影响，会造成靶区低剂量，但是如果采用

Eclipse 系统提供的床结构来修正 IGRT 床对剂量的影响，又会造成靶区剂量偏高。如何准确地去

修正 IGRT 床对剂量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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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55 

基于蒙特卡罗模拟 CyberKnife 剂量校准与验证的研究 

 
朴俊杰

1,2
 徐寿平

2
 段学章

1
 曲宝林

2
 徐慧军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CyberKnife 系统采用小射野对患者肿瘤进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考虑到小射野易形成射线束

电子不平衡状态以及探测器介质及其体积的影响，会带来临床剂量测量、计算及评估的困难。本研

究通过实施 CyberKnife 系统精确地蒙特卡罗模拟，拟建立一套第三方系统模型，以探讨实现临床

非标准参考条件下剂量校准和特定患者计划的剂量验证可能。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利用 BEAMnrc 与 DOSXYZnrc 软件平台，通过模拟实际 CyberKnife 治疗机头

的物理结构，并与射线测量数据（PDDs、OARs、射野输出因子等）的比对，以确定束流参数，

从而实施非标准参考条件下剂量标定的研究。选取 30 例患者治疗计划（其中头部、肺部及肝部肿

瘤各 10 例），相同的射野参数条件下运用治疗计划系统（TPS）中射线追踪算法、蒙特卡罗算法

以及开发的 BEAM 蒙特卡罗模拟算法分别计算出其三维剂量分布，采用 Gamma 分析方法

(3mm/3%)定量评估不同算法之间计算精度的差异性，进而探讨建立基于蒙特卡罗算法模拟(第三方

软件)患者计划的剂量验证方法。 

结果  通过确立束流的平均能量和强度分布半高宽值，蒙卡模拟束流模型与射线束测量数据（PDDs

及 OARs）比较，均在可接受的偏差范围内（全局 90%以上的点误差在 2%以内），从而建立了

12 个准直器（5-60mm）的较为理想蒙卡束流模型，并实现了非标准参考条件下剂量标定工作。对

三种算法的剂量计算精度实施了定量评估，Gamma 分析结果表明：BEAM 蒙卡模拟与 TPS 蒙卡

算法在 30 例患者治疗计划中均保持了较高的通过率（头部 84.882±9.666%, 肝部

98.830±1.049%，肺部 98.263±1.867%）；而 BEAM 蒙卡模拟与 TPS 射线追踪算法在头部、腹部

肿瘤患者计划中通过率较高（头部 95.933±3.120%，肝部 99.836±0.334%），但在肺部肿瘤患者

治疗计划中剂量体积直方图上剂量偏差较为明显，从而两者 Gamma 通过率相差较大

（51.263±38.964%）。 

结论  基于蒙特卡罗算法模拟（第三方软件工具）实施 CyberKnife 系统患者计划剂量验证的方法是

可行的。本研究建立的 CyberKnife 系统蒙特卡罗模拟算法将可作为第三方软件的基准工具，在非

标准射野剂量校准和患者计划剂量验证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PL-156 

射野角度对胸中段食管癌放疗计划的影响 

 
王永强 黎妲 张艳兰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 030001 

 

目的  比较射野角度对胸中段食管癌调强放疗计划的剂量分布影响。 

方法  选取５例食管癌和５例小细胞肺癌病例，分别设计 A、B、C 三组调强计划：５野均分、５野

单侧均分、四野单侧，比较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参数以及机器的跳数。 

结果  在胸中段肿瘤的治疗中，如果危及器官保护不好，很容易造成放射性肺炎和脊髓炎。对于肺

的保护，现在要求尽量保护单侧肺，尽可能的使一侧肺免受射线照射。本文通过对选取的胸中段食

管癌三种调强计划的剂量参数对比，可知三种计划都满足临床剂量要求。靶区的剂量参数中，A 组

和 B 组的适形度明显好于 C 组，虽然 P 值大于 0.05，但都接近于 0.05，估计是入组的病例太少的

原因。靶区其他参数差别不大。危及器官中，从平均值来看，脊髓、心脏和照射侧肺的受照剂量差

别不大。而三组计划的对侧肺受照剂量 V5 和 V20 差别很大，C 组明显高于 A 组和 B 组，A 组又低

于 B 组。A 组和 C 组、B 组和 C 组的 P 值均小于 0.05，均有统计学差异。A 组和 B 组的Ｐ值略高

于０.０５，估计也和入组病例太少有关。通过对比，可知射野单侧分布计划可以明显降低对侧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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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照剂量，且射野越少，受照剂量越低。三组计划中Ａ组的机器跳数最少，节约了患者的治疗时

间。 

 结论 对于胸中段的食管癌，单侧分布的四野调强计划减少了对侧肺的受照剂量和机器的跳数，可

以一定程度上减少放射性肺炎的发生以及患者的治疗时间。 

 
 
PL-157 

CyberKnife 中射野输出因子测量准确性的评价研究 

 
朴俊杰

1
 徐寿平

2
 段学章

1
 曲宝林

2
 徐慧军

1
 

1.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通过多种测量工具研究 CyberKnife 系统中各准直器的输出因子，尤其是小射野的输出因子，

对比分析各测量方法的优缺点，从而作为临床可靠的实施依据。 

方法 CyberKnife 采用 6MV X 射线，拥有 12 个（5-60mm）孔径大小的圆形准直器。本研究采用半

导体（PTW 60017、PTW 60016）、电离室（PTW 31010）、热释光（?1.5mm、离散度 1%）、

蒙卡模拟（BEAMnrc）等工具方法，得出其相应的射野输出因子。 

结果  在射野较大时（≥25mm），这几种测量工具方法的输出因子差异不大（<1%），但是在射野

较小时（≤20mm），各 

方法  之间的差异较大；热释光以及蒙卡模拟结果略低于半导体，最大误差分别为 13%和 7%，而

电离室误差高达 37%。 

结论  电离室虽然有着良好的灵敏性，但是由于灵敏体积的存在，故在小射野的情况下灵敏体积反

而会成为其缺陷；热释光具有较高的灵敏性，但又因其较高的敏感性，抗干扰能力较差，在测量中

容易引入干扰，且测量时的摆位等容易产生误差；蒙卡模拟作为金标准，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是

蒙卡方法毕竟属于计算机模拟，因此当其结果与实际测量结果有出入时，还是应当以实际测量结果

为准。射野输出因子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但是由于各种测量方法的局限性，因此建议采用半导

体测量、热释光等多种测试结果进行临床比对参考可能。 

 
 
PL-158 

CyberKnife 中 Fixed/Iris 准直器对肝癌患者治疗计划的 

影响及评价 

 
朴俊杰

1
 徐寿平

2
 段学章

1
 曲宝林

2
 徐慧军

1
 王金媛

2
 

1.中国人民解放军 302 医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CyberKnife 第五代 VSI 系统配有两套准直器----固定和可变准直器(Fixed/Iris)，考虑到两套准

直器物理结构的差异，探讨及评价不同准直器的选择对治疗计划的剂量学影响。 

方法  选择 12 例肝癌患者，统一给予靶区剂量 50Gy/5F，在相同的条件下分别对每例患者选择

Fixed 与 Iris 准直器进行治疗计划的设计，通过靶区适形指数(CI)、非均匀指数(HI)、梯度指数

(GI)、正常肝脏平均受量以及治疗时间（Time）等参数，分析评估计划优化质量及实施效率。 

结果  Iris 组计划执行的平均治疗时间明显优于 Fix 组(48.33±1.92 vs 51.5±1.88,t=4.23, 

P=0.001），而 CI(0.79±0.07 vs 

0.80±0.08, t=0.52, P=0.613）、HI(0.42±0.14 vs0.41±0.14, t=0.35, P=0.733）、GI(3.66±0.61 

vs 3.60±0.50, t=1.15, P=0.273）、正常肝脏平均受量(5.15±1.25 vs 5.16±1.27,t=0.63, P=0.542）

以及平均剂量归一均值(76.92±6.55 vs 77±6.34, t=0.18, P=0.857）则无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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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CyberKnife 系统中使用 Iris 相对 Fixed 准直器而言，除治疗时间明显缩短外，剂量特点上并无

显著性差异。而对于其他部位的肿瘤患者的治疗计划有无差异，还需进一步地探讨与研究。 

 
 
PL-159 

利用电离室测量 IGRT 床板对剂量的影响 

 
张艳兰 黎妲 王永强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 030001 

 

目的  目前 IGRT 床是设计一种类似夹心三明治结构，由碳纤维夹着空气等效的聚合泡沫。虽然碳

纤维对射线衰减很小，但是由于碳纤维床相比传统的治疗床要厚的多，IGRT 床板势必对剂量有影

响。本文利用电离室测量 IGRT 床板对剂量的影响。 

方法  先利用电离室 FC65 和 14cm 固体水测量不加床的剂量，300
0，320

0，340
0，0

0，20
0，

40
0，60

0这 7 个角度，每个角度分别出束 100MU；每个角度出束 3 次，测量 3 次，剂量取平均

值。再 240
0，220

0，200
0，180

0，160
0，140

0，120
0这 7 个角度分别出束测量加床的剂量。 

结果  300
0，320

0，340
0，0

0，20
0，40

0，60
0这 7 个角度的测量值分别为 68.75cGy，82.94 

cGy，88.53 cGy，90.18 cGy，88.71 cGy，82.99 cGy，67.96 cGy；240
0，220

0，200
0，180

0，

160
0，140

0，120
0这 7 个角度的测量值为：65.81 cGy，81.11cGy，87.02 cGy，88.37 cGy，

86.99 cGy，81.37 cGy，65.99 cGy。射线从不同角度穿射 IGRT 床体后，由于穿过床的路径不一

样，对射线的衰减也不一样。IGRT 床板对剂量的影响率最小为 1.74%，最大为 4.47%。临床计划

设计时，如果后野数量多，势必造成靶区剂量偏低。 

结论  IGRT 床板对剂量分布是有影像的，尤其是后射野较多时，会造成剂量偏低，必须应给与补

偿。 

 
 
PL-160 

环形施源器在局部晚期宫颈癌行 IC/IS-BT 的应用条件分析 

 
赵志鹏 程光惠 赵红福 毛壮 杨微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放疗科 130031 

 

目的  分析环形施源器在局部晚期宫颈癌行三维影像引导近距离治疗（3D-IGBT)的结果，探讨环形

施源器行腔内联合组织间插植时的应用条件。  

方法  回顾分析 20 例接受根治性放射治疗的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外照射后行 3D-IGBT。20 例患

者共行 3D-IGBT 80 次，处方为 7Gy/次，其中应用环形施源器行腔内联合组织间插植近距离技术

27 分次。取 27 分次入组，对入组分次再次行仅有腔内治疗技术优化计划。将腔内联合组织间插植

组定义为 A 组，重新优化的腔内治疗计划定义 B 组。以垂直宫体方向横截面为测量平面，分别在

宫颈口平面(A 平面)、ICRU-A 点平面（C 平面）、距离 A 点平面下 1cm 的平面（B 平面），A 点

平面上 1cm 的平面（D 平面），以―米‖字型（矢状轴上方向标记为 1 号方向，按顺时针方向编号以

此类推至 8 号）对肿瘤几何形态、计划处方的等剂量线、靶区剂量及危及器官受量进行测量，并行

配对 t 检验。 

结果  A 组的处方剂量覆盖率为 93.2%，明显高于 B 组的 69.7%。B 组处方剂量覆盖率小于 60%的

位置集中在 B 平面的 3（48.1%）、4（44.4%）、6(51.8%)、7(44.4%)方向、C 平面的 3

（44.4%）、4（48.1%）、6（44.4%）、7（51.8%）方向及 D 平面的 6（44.4%）、7

（51.8%）方向上。A 组 HR-CTV D90、IR-CTV 

D90 均显著高于 B 组(p=0.00/0.00)。对于膀胱、直肠的 D2cm3 A 组明显小于 B 组(p=0.00/0.01)。

而对于乙状结肠、小肠的 D2cm3 两组无统计学差异（p=0.091/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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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国人局部晚期宫颈癌近距离治疗时应用环形施源器，当 B 平面内靶区边界距宫腔管距离在

3、4、6、7 方向上大于 20mm、C 平面各方向大于 17.8mm、D 平面各方向大于 17mm 时，单纯

腔内近距离治疗无法满足要求，需行腔内联合组织间插植近距离治疗。 

 
 
PL-161 

ABAS 软件在头颈部肿瘤患者放疗中勾画 OAR 的应用研究 

 
刘志强 欧阳水根 魏玺仪 韩鹏炳 牛瑞军 高力英 

甘肃省肿瘤医院 730050 

 

目的  对 MIM 软件的 Atlas 勾画功能进行测试，评估其在头颈部肿瘤患者 OAR 的勾画精度，研究

其在临床中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  1) atlas 建库。使用 MIM 软件，对我院已经治疗的 30 例头颈肿瘤患者 CT 图像，进行勾画确

认，选择其中一例作为模板，其余作为对象，输入 MIM 的 atlas 数据库中。2)选择需要治疗的 10

例头颈部肿瘤患者作为试验对象，使用 atlas 的 2 种分割方法自动分割各个 OAR。两种分割方法分

别为单个最佳匹配、多模板投票匹配（MV，major vote）。本文的研究中多个模板匹配时，N 选择

为 5，阈值选择为 3。3) 10 例患者的 CT 图像，传至 Eclipse 计划系统中，由同一位高年资的医师

勾画 OAR，作为参考图像，之后传至 MIM 工作站。由上述两种自动分割方法得到的图像分别保存

为 test1、test2，作为测试图像。分别用每个测试图像和参考图像比较，得到其相似性系数 DSC。

结果使用 SPSS 分析，分别使用配对样本 t 检验、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结果  1) 由 MIM 得到的各个 OAR 的 DSC 因子 Mandible，Brain-stem，Parotid_L，Parotid_R，

Spinal_cord，Thyroid，Eye_L，Eye_R，TMJ_L，TMJ_R，Pituity，Optic_Nerves_L，

Optic_Nerves_R，Lens_L，Lens_R 分别为 0.88，0.75，0.68，0.66，0.74，0.60，0.86，0.85，

0.63，0.61，0.68，0.60，0.55，0.51，0.51。2) 由两种方法得到的 OAR，使用配对样本 t 检验，

发现对于任意的 OAR，两者 DSC 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3）计算得到的 DSC 值与 OAR 的体积相

关，使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得到，DSC 与体积显著性相关，相关系数=0.824。4) 将 OAR 按

体积大小分为两组，>2cc 为 1 组，<2cc 为 2 组，1 组的平均 DSC 为 0.738±0.133,2 组的平均

DSC 为 0.542±0.073，两组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00）。 

结论  MIM 中的两种 ABAS 方法在临床中没有差别，均可用于临床使用；对于大于 2cc 的 OAR，

计算的 DSC 值大于文献推荐的 0.7，而小于 2cc 的 OAR，还需要手工修改才可以用于临床。 

 
 
PL-162 

鼻咽癌 VMAT 和 IMRT 计划的剂量学比较 

 
吴清芹 王宗烨 单改仙 任晔 苏晓明 戴卓捷 

解放军第 306 医院 100101 

 

目的  应用容积调强弧形放疗（volumetric modulated are therapy，VMAT）和固定野调强放疗

（intensity modulate radiation therapy，IMRT）进行放疗计划设计，比较鼻咽癌患者剂量学差

异。 

方法  收集 2014-2016 年我科治疗的鼻咽癌患者 20 例，采用瑞典医科达公司先进的 Axesse 四维图

像引导放射治疗系统进行治疗，采用 MONACO5.1 软件进行计划设计，每例患者分别制定 VMAT

和 IMRT 计划，计划评价参数包括靶区剂量、适形指数（CI）、均匀性指数（HI）、危机器官剂

量、机器跳数和计划执行时间。 

结果  对于计划靶区 PTV 的 Dmean，VMAT 和 IMRT 计划之间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对于适形指数 CI 和均匀性指数 HI，VMAT 优于 IMRT 计划，无统计学差异（P＞0.05）。对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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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腮腺的 VMAT 计划平均受量低于 IMRT，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IMRT 比较，VMAT 计

划的机器跳数和计划执行时间二者之间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VMAT 和 IMRT 计划均可满足临床要求。VMAT 用于鼻咽癌，能显著改善靶区剂量及剂量分

布，减少部分危及器官剂量；计划执行时间短，显著缩短治疗时间，提高治疗效率。 

 
 
PL-163 

宫颈癌容积旋转调强与动态调强放疗计划剂量比较 

 
樊晶晶 王宗烨 单改仙 任晔 苏晓明 

解放军第 306 医院 100101 

 

目的  研究容积旋转调强放疗技术（VMAT）与动态调强放疗技术（IMRT）在宫颈癌放疗中的应

用。比较其剂量学分布及危及器官剂量，探讨宫颈癌调强放疗的最佳方法。 

方法  选取 15 例宫颈癌根治性放疗的患者，处方剂量为 PTV  DT50Gy/25f，经靶区及危及器官组

织勾画后，采用 MONACO 计划系统进行研究容积旋转调强放疗技术（VMAT）与动态调强放疗技

术（IMRT）计划设计，比较两种计划之间的剂量-体积直方图（DVH）、危及器官受照体积、靶区

剂量适形度指数、均匀度指数、最大受照剂量（PTV Dmax）、最小受照剂量（PTV Dmin）和平

均受照剂量（PTV Dmean）。评估患者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  两种计划的靶区剂量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容积旋转调强放疗技术（VMAT）计

划的适形度指数好于 IMRT 计划（P＜0.05））；危及器官的剂量膀胱 V50，小肠 V30、V50 和最

大剂量 VMAT 计划均低于 IMRT 计划（P＜0.05）。VMAT 计划对股骨头的保护有明显优势，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骨髓抑制程度和急性放射性直肠炎的发生两种计划无明显差异。 

结论  宫颈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技术（VMAT）与动态调强放疗技术（IMRT）计划剂量学相似，但

VMAT 对危及器官的保护优于 IMRT，且治疗时间短，减少了体位误差，提高了治疗的精度和疗

效。 

 
 
PL-164 

基于分子动力学的后装驻留时间逆向优化算法的研究 

 
黄静

1
 勾成俊

1
 吴章文

1
 吴骏翔

2
 龙凤翔

1
 文玉梅

1
 何东林

1
 

1.四川大学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所 

2.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目的  介绍一种基于分子动力学逆向求解后装治疗中驻留时间的优化算法。 

方法  通过所有参考点的实际剂量与处方剂量的差值以及治疗过程所需达到的目标列出目标函数，

并将目标函数的值赋予分子动力学中能量的概念，将目标函数中驻留时间类比为分子动力学中位移

的概念。基于分子动力学中能量最低态下微粒的位移状态求得驻留时间序列。 

结果  将算法应用于 4 例临床病例中，发现可以通过调节算法中的相关参数得到临床可行的治疗计

划。 

结论  基于分子动力学的逆向求得驻留时间的优化算法有应用于商业治疗计划系统中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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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65 

局部晚期周围型肺癌插植照射、调强和立体定向照射计 划的剂

量学比较研究 

 
杨波 谢红 孙小杨 庞皓文 张建文 向丽 林盛 文庆莲 杨红茹 范娟 石翔翔 唐涛 谭龙婧 张广鹏 陈仁金 谢陈 吴敬波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比较局部晚期周围型肺癌插植照射、调强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剂量学差异。 

方法  收集 16 例插植病例；肺原发灶插植 Dt30Gy/1F/1D,等效生物剂量 120Gy。肺部原发肿瘤分

别制作插植放疗计划，调强放疗计划和立体定向放疗计划；优化方案及接受标准为靶区处方剂量

95%的体积受到 120Gy 的照射剂量，并尽可能压低正常组织受量。肺门及纵膈淋巴结制作给予淋

巴结靶区 70Gy 的调强放疗计划，分别统计三种放疗计划单独针对肺部肿瘤靶区照射时和与淋巴结

靶区照射计划融合后的肺平均剂量（MLD），肺 V5，V20，脊髓 Dmax 和心脏 V30，并做统计学

分析。 

结果  当单独针对肺部肿瘤照射时，插值放疗计划，调强计划和立体定向放疗计划的肺平均剂量分

别为：6.6Gy(3.3-11.6)、18.6Gy（12.6-27.8）、19.5Gy（7.2-25.7）；V5 分别为：21.3%(11.6-

34.8)、48.5%（28.8-59.7）、30.2%（16.3-41.4）；V20 分别为：6.3%(4.1-11.1)、28.1%（9.3-

32.8）、20.6%（8.8-29.4）；脊髓 Dmax 分别为：9.3Gy（3.1-13.1）、/25.9Gy(9.3-44.3)、

15.9Gy（7.4-21.5）；心脏 V30 分别为：4.3%(0-7.6)、18.4%（0.2-25.2）、9.4%（0-13.2）。 

当三种计划分别与淋巴结靶区照射计划融合后的，肺平均剂量分别为：15.6Gy(11.0-18.9)、

27.9Gy（18.6-41.4）、30.3Gy（15.2-42.6）；V5 分别为：48.3%(35.6-58.8)、69.5%（39.8-

100）、76.2%（37.3-100）；V20 分别为：26.3%(19.1-29.2)、40.6%（21.3-58.8）、51.6%

（20.4-62.7）；脊髓 Dmax 分别为：31.9Gy（18.0-40.1）、41.2Gy(28.9-58.9)、45.6Gy（22.3-

59.4）；心脏 V30 分别为：10.8%(13-23.1)、42.4%（5.1-53.2）、21.9%（3.7-34.1）。 

结论  在肺部肿瘤的放射治疗中，与调强和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相比较，插植放疗在降低正常组织的

照射剂量方面上存在着优势。尤其当有淋巴结需要进行照射的放疗方案中，插植放疗技术存在明显

优势。 

 
 
PL-166 

宫颈癌单管施源器研究 

 
吴敬波 文恩 叶劲军 殷卓敏 庞浩文 罗惠群 林盛 任培蓉 李丹 范娟 孙小杨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背景  经典的宫颈癌后装施源器由的阴道、宫腔布源的两管或三管组成，其目的是形成对直肠、膀

胱有保护作用的正扁梨形剂量分布，但具有结构复杂、操作困难、患者痛苦大的缺点；单一宫腔管

后装治疗宫颈癌具有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患者痛苦少的的优势，但直肠、膀胱高剂量带来的远期

毒性限制其使用；我们采用高密度材料屏蔽技术研发的单管施源器保留了宫腔管的优点，且具有直

肠、膀胱剂量低的新特点而获 5 项专利。 

目的  本研究旨在系统评价宫颈癌单管施源器的剂量分布、临床疗效、毒性反应。 

方法  用胶片剂量仪、热释光原件两种剂量检测方法测量了单管施源器与标准三管施源器的二维剂

量分布、三维剂量体积、体模与患者直肠、膀胱剂量，并通过 300 例宫颈癌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比

较单管施源器与标准三管施源器的临床疗效与毒性反应。 

结果  单管施源器剂量分布呈正扁梨形，单管施源器与标准三管施源器的有相似的二维剂量分布与

三维剂量体积，体模与患者直肠、膀胱剂量检测没有差异；单管施源器与标准三管施源器的肿瘤局

控率、三年 PFS、OS 没有显著性差异，直肠、膀胱急、慢性毒性反应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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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单管施源器与标准三管施源器有相似的剂量分布，疗效与毒性反应相似,单管施源器因结构简

单而带来的优势有望取代阴道宫腔布源的经典施源器。 

 
 
PL-167 

基于水平集的三维放疗 CT 图像弹性配准研究 

 
孙小杨 庞浩文 杨波 石翔翔 唐涛 吴敬波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将基于水平集的图像弹性配准应用到放疗 CT 图像中。 

方法  根据 Vemuri 等人提出的水平集理论，通过 matlab 软件编程，分别对 10 例宫颈癌患者与 10

例鼻咽癌患者放疗分次间的两组 CT 图像实施三维全自动的弹性配准。 

结果  宫颈癌患者配准前后对比，最小均方误（MSE）平均减少 55.1%，相关系数（CC）平均提

高 5.3%,鼻咽癌患者配准前后对比，MSE 平均减少 32.1%，CC 平均提高 4.6%。 

结论  从配准前后差分图以及评价参数可见，该理论取得了较好的实验效果，但要真正应用到临床

放疗中，需进一步探寻更精确的数学算法以模拟人体器官的运动。 

 
 
PL-168 

可用于 CT 与 MRI 扫描的新型轻质金属施源器 

 
庞浩文 孙小杨 谢陈 林盛 吴敬波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研究一种新型抗伪影轻质金属材料施源器用于 CT 与 MRI 扫描后，判断其 CT 与 MRI 图像是

否可以用于实际临床。 

方法  对新型轻质金属材料施源器、碳纤维材料施源器、钛合金材料施源器、不锈钢材料施源器分

别在水模体中进行 CT 与 MRI 扫描，比较上述四种材料施源器的伪影面积比（伪影面积/原始面

积）。 

结果  新型轻质金属材料施源器、碳纤维材料施源器、钛合金材料施源器、不锈钢材料施源器等四

种材料施源器 CT 断层图像伪影面积比分别为 1.85±0.06、1.07±0.04、3.67±0.14、3.87±0.18，

MRI 断层图像伪影面积比分别为 2.72±0.07、1.62±0.02、13.57±0.10、14.15±0.10。 

结论  新型材料施源器的 CT 与 MRI 断层扫描图像产生的伪影与碳纤维材质施源器接近，不影响相

邻组织的分辩，可用于实际临床。 

 
 
PL-169 

Mapcheck 摆位误差对调强验证计划通过率的影响 

 
杨波 孙小杨 庞皓文 张广鹏 张静 陈仁金 王莉 吴敬波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通过在 mapcheck 分析软件中挪动计划计算的剂量分布图中心位置的方法，研究 Mapcheck

摆位误差对于调强放疗验证计划通过率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4 年 08 月至 2015 年 02 月本科室调强放疗验证计划 36 例，验证计划采用的

Gamma 通过率标准为 3 %/3mm。首先记录计划计算的剂量分布图中心位置不变时的 Gamma 值

γ0，然后测量将计划计算的剂量分布图中心位置在 x、y 轴向上分别移动-5mm、-2mm、-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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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m、2 mm、5mm 时 Gamma 值；最后测量将计划计算的剂量分布图绕中心点顺时针方向转动-

5°、-2°、-1°、1°、2° 和 5°对 Gamma 值。对以上 Gamma 值取平均值比较并做统计分析。 

结果  γ0 值为 97.44%±2.59%；在 X 方向，计算的剂量分布图中心分别移动-5、-2、-1、1、2 、

5mm 时的 Gamma 值分别为：63.91%±7.51%，93.02%±4.66%，97.01%±2.83%，

96.83%±2.60%，92.54%±4.02%和 63.23%±7.81%；在 Y 方向分别为：68.55%±8.28%，

89.68%±5.51%，95.20%±3.82%，97.42%±2.55%，94.42%±4.01%和 73.61%±9.07%；在旋转角

度上分别为：76.58%±8.31%，93.42%±4.90%，96.42%±3.44%，96.38%±2.71%,，

93.90%±3.31%和 78.74%±6.94%；所有数据与 γ0 比较都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 

结论  Mapcheck 的摆位影响了 Gamma 通过率；在不同方向上对 Gamma 通过率的影响存在差

别。当摆位误差超过 2mm 或者 2°时，可以引起通过率约 5%的下降；这应该引起验证人员对

Mapcheck 摆位工作的重视。 

 
 
PL-170 

应用 Matlab 批量计算低剂量电离辐射引发的次级肿瘤风险 

 
周莉

14
 柏森

1
 张艺宝

2
 明鑫

3
 张莹

3
 邓军

4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中心-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放射物理技术中心 

2.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暨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放射治疗科，恶性肿瘤发病机制及转化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3.天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4.耶鲁大学医学院放疗系 

 

目的 随着放射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低剂量电离辐射引起的次级肿瘤风险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

常用的低剂量风险模型中，第七版电离辐射生物效应（Biological Effects of Ionizing Radiation 

VII，BEIR VII）报告中提出的模型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最为广泛。但是 BEIR VII 模型涉及公式、

参数较多。因此，人工计算非常繁琐且易出错。本研究致力于研究 BEIR VII 报告中的次级肿瘤风

险模型，编写批量、快速计算低剂量电离辐射引发次级肿瘤风险的 Matlab 代码。 

方法 分析了 BEIR VII 报告中的额外相对风险（excess relative risk, ERR）、额外绝对风险(excess 

absolute risk, EAR)、终身归因风险 (Lifetime attributable risk, LAR) 模型及参数，根据文献报道搜

集了模型涉及的所有参数值。综合考虑模型应用范围， 并采用剂量与剂量率有效性因子（the dose 

and dose-rate effectiveness factor，DDREF）进行修正。采用 BEIR VII 报告中肿瘤发病率的

ERR、EAR、LAR 模型，应用 Matlab 语言（ R2015a），编写代码用于批量、快速计算低剂量电

离辐射带给大脑、肺、红骨髓的次级肿瘤发病率的 LAR。通过和人工计算对比，对代码计算结果

进行验证。 

结果 基于 Matlab 编写了可实时运行的程序。代码分为模型参数变量存储、基于 EAR 模型的 LAR

运算和基于 ERR 模型的 LAR 运算三个模块，通过批量读取 Excel 文件中存储的每名受照人员的器

官类型、性别、受照年龄、器官平均剂量，读取模型参数变量存储模块中对应数据，分别给出基于

EAR 和 ERR 模型的 LAR 值，再根据器官类型进行加权平均。通过和人工计算对比，验证了应用

Matlab 代码计算 LAR 的可行性和高效性。 

结论 本研究中编写的 Matlab 代码为批量、准确、高效地计算低剂量电离辐射引起的次级肿瘤风险

提供了一种方便、快捷的工具，可以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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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71 

Quantification of image-guidance benefit in image-guided 

radiotherapy of cancers 
 

Zhou Li
1,2

,Deng Jun
2
 

1.Division of Radiation Physics，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iotherapy and Cancer Center，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2.Department of Therapeutic Radiology，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Purpose Image-guidanc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radiation oncology for accurate radiotherapy. 
However, a practical and operational metho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IGRT on the degree of 
overall dose overlapping between the plan-predicted dose distribution and the actual delivered 
one without the application of image guidance is absent.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quantify the 
benefit of image-guidance in image-guided radiotherapy (IGRT) of cancers.  
Methods  In this study, a new index termed image-guidance benefit (IGB), was proposed to 
quantify the benefit of image-guidance in cancer radiotherapy. It is calculated as a ratio of the 
square sum of dose differences between planning dose matrix and actual delivery dose matrix if 
no image-guidance to the square sum of dose summation between the two matrixes, summing 
over all dose scoring voxels. Ranging from 0 to 1, larger IGB values indicate larger benefit out of 
image-guidance. With IRB approval, 3D couch shifts applied during IGRT of 2424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in which 2302 patients with nonzero 3D couch shifts in their initial set up (606, 760, 720, 
and 216 patients with head & neck & shoulder, chest, abdomen and uncertain cancer sites, 
respectively) were chosen for the calculation of IGB values. The DICOM RT files of those 2302 
patients were exported from Eclipse 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 An in-house MATLAB code was 
developed as a rigid 3D dose transform tool for the calculation of IGB factor, in which, the dose 
matrix A was read from the DICOM RT DOSE file of a patient, and with an input 3D shift, this 
code allows the displacement of A along the input 3D shift and the recalculation of dose in each 
voxel, and then generates the shifted dose matrix A‘ and calculates the IGB value for the specific 
patient with an specific 3D shift. The patient-specific IGB value for each of the 2302 patients were 
calculated with two input 3D shifts, respectively. One was B,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ouch coordinates ( Couch imaging and Couch treatment ) in the initial set up, and another was B‘, a 
vector as (0.2 cm, 0.2 cm, 0.2 cm). 
Results  In this study, the mean IGB values based on B were 0.031, 0.046, 0.036 and 0.043 for 
patients in head & neck & shoulder, chest, abdomen and uncertain groups, respectively. For each 
site group, the difference in the median values between the IGB values based on B and those 
based on B‘ was greater than would be expected by chance (P <0.001). The ratio of the patients 
in each site categories with an IGB value based on B larger than that based on B‘ was 70.6%, 
85.9%, 81.3% and 82.4% respectively. The IGB value for those 122 cancer patients with zero as 
3D couch shifts in their initial set up could be deemed as zero. 
Conclusions  Using 2 mm shifts along three coordinate axes as criterion for applying image-
guidance, the applied image-guidance procedures were found clinically necessary and highly 
beneficial in 70.6%, 85.9%, 81.3% and 82.4% of the cancer patients in each site group, 
respectively. However, image-guidance procedures were found over-used in about 23.9% of the 
2424 cancer patients in our current practices of IGRT, which should be avoided as they added no 
benefit in improving delivery accuracy while increasing cancer risk and medical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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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72 

胶质母细胞瘤术后 IMRT 和 VMAT 的剂量学比较 

 
李壮玲 李先明 高艳 张清圣 周亚燕 

深圳市人民医院 518020 

 

目的  本研究通过比较胶质母细胞瘤术后普通逆向调强(IMRT) 和容积旋转调强（VMAT,含单弧和双

弧）在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学差异，比较不同技术的机器跳数、计划优化时间和治疗时间的不

同，探讨 VMAT 技术在胶质母细胞瘤中应用的可行性和优劣性。 

材料与方法   收集胶质母细胞瘤 10 例，术后 3 周内行 MR 增强扫描及 CT 增强定位扫描，采用

Oncentra 治疗计划系统进行 MR-CT 图像融合，由医生勾画靶区和危及器官；由物理师对个病例分

别设计 5 野的 IMRT 计划、单弧 VMAT 计划（VMAT1）和双弧 VMAT 计划（VMAT2），处方剂量

为 PTV:60Gy/30f。比较靶区的覆盖率、适形指数、均匀指数以及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比较不同

技术的机器跳数、优化时间和治疗时间的差异。 

结果  三组计划靶区剂量分布均较好， IMRT、VMAT1 和 VMAT2 的靶区 PTV 95%体积达到的剂量

分别是 5982±86,5922±140,5928±156，p=0.541>0.05, 三者无统计学差异，适形指数分别是

0.617±0.062,0.715±0.838,0.731±0.081，p=0.007<0.05,有统计学意义，VMAT 的适形形比 IMRT

好，但 VMAT 间无统计学差异。均匀指数分别是

1.069±0.022,1.084±0.043,1.067±0.033,p=0.478>0.05 三者无统计学差异。危及器官的最高剂量在

三组计划中均无统计学差异。机器跳数 407.9±81.6,426.1±118.9,578.9±186.3，p=0.017<0.05,有

统计学差异，IMRT 组与 VMAT1 组比 VMAT2 的跳数少。治疗时间

271.3±42.6,231.9±26.6,380.1±75.3，p=0.00<0.05,有统计学差异，IMRT 组与 VMAT1 组比

VMAT2 的治疗时间少，VMAT1 治疗时间最短。计算优化的时间 IMRT 最短，双弧 VMAT 最长，

三组计划均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单、双弧的 VMAT 计划的靶区适型指数都好于 IMRT 组，但 VMAT 间无统计学差异。三组计

划的均匀指数和危及器官的受照剂量无显著差异。单弧的 VMAT 计划的机器跳数与 IMRT 计划相

当，但治疗时间短。双弧的 VMAT 计划的机器跳数多、治疗时间长。计算优化的时间 IMRT 短， 

VMAT 长。 

 
 
PL-173 

使用 DoseLab 检测 CT 模拟机 CT 值和 CT 值线性的应用 

 
时飞跃 任军 秦伟 陈丽丽 陈飞 陈锦飞 

南京市第一医院 210006 

 

目的   应用 DoseLab 软件，回顾分析 2015 年度每月检测 CT 模拟机得到的 Catphan 模体中四种物

质 CT 值的数据，评价 CT 模拟机的 CT 值及 CT 值线性的稳定性。 

方法  Catphan504 模体的 CTP404 模块，含有七种测试物质，其中的四种物质 Air（空气），

LDPE（低密度聚乙烯），Acrylic（丙烯酸）和 Teflon（聚四氟乙烯）可用于检测 CT 模拟机 CT 值

的线性。每月使用 Catphan 模体，对西门子 Sensation Open CT 模拟机进行质控检测。其中对

CTP404 模块，使用 HeadSeq（头部常规序列）扫描协议的参数获取 CT 图像，射线能量

120kV，FOV 220mm，层厚 10mm。 使用 DoseLab 放疗验证软件，对 2015 年 1 月至 12 月的 12

张 CT 图像进行分析。DoseLab 软件可对导入的 CT 图像，自动勾画 ROI 区域，并可给出 Catphan

模体中物质 ROI 区域内 CT 值的平均值，记录该值作为该次测量此种物质 CT 值数据。使用统计函

数，分析得到每种物质 12 个 CT 值的平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以及极差数据。此外，根

据四种物质 CT 值以及线衰减系数的值，进行线性拟合，得到对比度标度的值，来评价 CT 值的线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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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空气、LDPE、Acrylic、和 Teflon 四种物质 CT 值数据的标准差（单位：HU）如下：0.43，

0.66，0.46，1.39；四种物质极差值数据（单位：HU）如下：1.39，2.30，1.64，4.87。由四种物

质计算得到的对比度标度的平均值、标准差和极差（单位：cm-1·HU-1）数据如下: 1.914×10-4，

1.3×10-7 和 5.2×10-7。 

结论  由标准差、极差等统计数据可见，Catphan 模体中空气、LDPE、Acrylic、和 Teflon 四种物

质在 2015 年的 12 个月里变化较小，CT 值比较稳定。四种物质中，Teflon（聚四氟乙烯）的 HU

值变化最大。由对比度标度的数据可见，CT 值线性在 2015 年的 12 个月里非常稳定，对比度标度

的数据均在规定的范围内。与传统的手工勾画 ROI 区域来获取物质 CT 值的方法相比，使用

DoseLab 软件自动获取物质的 CT 值，更加快捷，能够有效节约数据分析时间，并且保证勾画区域

的一致性。DoseLab 软件是进行放疗 CT 模拟机质控数据分析的有效工具。 

 
 
PL-174 

左乳癌根治术后胸壁电子线照射与 X 线 IMRT 计划的剂量学研究 

 
杨毅 张芬 杨思原 潘香 张季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云南省肿瘤医院 650118 

 

目的  比较左乳癌根治术后胸壁电子线照射与 IMRT 计划的靶区和危及器官剂量学差异，为临床选

择放疗计划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15 例左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胸壁表面垫 5mm 填充物，并用

热塑体膜固定，均接受 CT 扫描定位，利用 TPS 计划系统设计 9MeV 电子线胸壁照射和 6MeV-X

线 IMRT 胸壁照射两种放疗计划，胸壁处方剂量均为 50Gy/25 次,比较两种计划的剂量学差异。 

结果  靶区剂量学：IMRT 较 9MeV 电子线 Dmean、Dmin 升高、Dmax 降低、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CI 无明显差异、而 HI、D5、D9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MU 值

IMRT 较 9MeV 电子线明显增加、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危及器官受照剂量

IMRT 较 9MeV 电子线明显升高、其中心脏 V10、V30、Dmean 和右乳腺 Dmean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脊髓 Dmax（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IMRT 技术在提高乳癌根治术后胸壁照射靶区的适形性和均匀性有一定的优势、主要危及器

官心脏和肺剂量有一定升高，但均在限定范围内，治疗时间明显延长；而电子线放疗技术虽然 CI

和 HI 没有 IMRT 好、但治疗时间短、操作简便易行。 

 
 
PL-175 

热塑膜固定联合 π 形尺摆位在腹部肿瘤中的应用 

 
李贤富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 探讨使用热塑膜固定联合 π 形尺摆位在腹部肿瘤病人放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3 月期间 12 例有较好自控能力的腹部肿瘤患者，模拟定位机下做膜、标

记魔十字、在动度较小的骨性标记处的皮肤上标记 π 形尺激光点，摄取正侧位 DR 图像。复位时，

有两种方式： A 组使用热塑膜固定直接摆位；B 组热塑膜固定联合 π 形尺摆位。分别摄取正侧位

DR 图像与做膜时正侧位图像进行二维配准，测量摆位误差。结果：B 组与 A 组 X、Y、Z 方向摆位

误差绝对值(mm)偏差分别为（3.40，4.59，6.92）、（6.63，7.35，8.15.）。热塑膜固定联合 π

形尺摆位组误差明显减小，两种摆位方法的摆位误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热塑

膜固定联合 π 形尺摆位比单独使用热塑膜固定摆位更加准确，有效减小摆位时的误差，可推广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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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76 

The Impact of Segment Parameters on Plan Quality, 

Delivery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in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Plans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Li Xianfu,Ma Dai-Yuan, Luo Yu-Jun, Ma Xiao-Jie, Guo Fei ,Zhou Ye-Qin,Hu Jing, Liu Mi, Tan Bang-Xian,Li Shao-
Lin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Introduction  Higher survival rates were achieved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segmentation constraint parameters on dose distribution and 
delivering in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to further improve cure effect.  
Methods  Four step-and-shoot IMRT plans were generated for each NPC case with different 
parameters for MLC segment. The minimum area of MLC segment and the minimum segment 
weight were constrained from 3 to 6 cm2, from 5 to 8 monitor units (MU), respectively. The target 
coverage, the dose to organs at risk (OAR) and unspecified normal tissue were evaluated, along 
with the average total number of segments, delivery time etc.. All plans were validated by planar 
dose comparison between measurement and calculation.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shown in the PTVg D2 (p=0.01), V110 (p=0.02), and CI 
(p=0.00), as well as the PTV1 CI (p=0.03) among four plan groups. The PTVg D50 and V115, as 
well as the D50, V110, and V115 of PTV1 and PTV2, had a clear increasing trend with more 
restrictive MLC segmentation parameters applied, so did the HI of PTVg, PTV1 and PTV2. The 
average Dmax of the brainstem (p=0.015) and spinal cord (p=0.001) among four plan groups also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so did the segment number (p<0.01) and delivery time (p<0.01). The γ 
passing rate (3 mm, 3%)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s  The smaller minimum MLC segment area and smaller minimum MU, the more 
uniform dose to the targets and better sparing of OARs, but along with longer delivery time. To 
achieve sensible tradeoff between the quality of dose distribution and reasonable delivery time . It 
was necessary to choose appropriate constraint parameters for different cases.   
 
 
PL-177 

左乳腺癌根治术后胸壁单野电子线与混合射线 IMRT 计划的剂量

学研究 

 
张芬 杨毅 杨思原 潘香 张季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云南省肿瘤医院 650118 

 

目的 比较左乳癌根治术后胸壁单野电子线照射与电子线与混合射线 IMRT 计划的靶区和危及器官

剂量学差异，为临床选择放疗计划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15 例左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胸壁表面垫 5mm 填充物，并用热塑体膜固定，均接受 CT 扫

描定位，利用 TPS 计划系统设计 9MeV 电子线胸壁照射和电子线与混合射线 IMRT 胸壁照射两种

放疗计划，胸壁处方剂量均为 50Gy/25 次,比较两种计划的剂量学差异。 

结果 混合线 IMRT 较 9MeV 电子线靶区 Dmean、Dmin 升高、Dmax 降低、V95、V105 升高、

V110 降低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I 和 HI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MU 值混合线 IMRT 较 9MeV 电子线明显增加、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危及器

官左肺和全肺 V20、Dmean、心脏 V30、脊髓 Dmax 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心

脏 Dmean 混合线 IMRT 明显升高、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混合线 IMRT 在提高乳癌根治术后胸壁照射靶区的适形性和均匀性有一定的优势、主要危及

器官心脏和肺剂量有一定升高，均在限定范围内，但治疗时间明显延长、治疗操作需二次能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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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限光筒放置；而单纯电子线放疗技术虽然 CI 和 HI 没有混合线 IMRT 好、但治疗时间短、操作简

便易行。 

 
 
PL-178 

Mapchcek2 在 AAPM TG142 报告中的临床应用 

 
杨波 刘峡 庞廷田 胡克 邱杰 张福泉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分析探讨 Mapchcek2 高级功能在 AAPM TG142 报告中的临床应用，建立基于 Mapchcek2

的质控流程与方法。 

方法  使用 Mapcheck2 在 Varian Trilogy 加速器上完成部分周检、月检的检测，其 AAPM 

TG142 可以采用 Mapchcek2 检测内容包括：周检项目：MLC picket fence 的定性检测试验，月检

项目：光子线和电子线离轴比曲线的稳定性、光子线和电子线输出剂量的稳定性，准直器和治疗床

的等中心精度。其所对应的 Mapchcek2 的高级功能为 MLC QA、Beam QA 及 Machine 

QA。定量分析不同检测项目、不同检测频率下的长期稳定性。 

结果 16 周 MLC QA 结果显示，平均误差值均在-10.08—15.24 之间，平均值为-12.32，显示位置

偏差小于 1mm。12 次月检项目分析：6MV 光子线 20×20 射野，x 方向平坦度和对称性均值为

1.5%和 0.8%，y 方向平坦度和对称性均值为 1.7%和 1.0%，输出剂量 dose/time（3%/1s）平均通

过率 98%。9MeV 电子线 20×20 射野，x 方向平坦度和对称性均值为 1.8%和 1.0%，y 方向平坦度

和对称性均值为 1.8%和 1.2%，输出剂量 dose/time（3%/1s）平均通过率 96%。准直器等中心与

射野中心，x 方向平均偏差小于 0.2mm，y 方向平均偏差小于 0.3mm。准治疗床等中心与射野中

心，x 方向平均偏差小于 0.4mm，y 方向平均偏差小于 1mm。 

结论 使用 Mapchcek2 高级功能可以定量分析 AAPM TG142 报告部分检测项目，进一步降低 QA

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L-179 

利用 EPID 评估 DMLC 到位精度及剂量学的准确性 

 
杨波 庞廷田 刘峡 刘楠 胡克 邱杰 张福泉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利用电子射野影像系统研究叶片到位精度及剂量学的准确性与机架角度，多叶准直器角度以

及剂量率的关系。 

方法  该研究在 Varian Trilogy 直线加速器以及电子射野影像系统 As1000 上实现，测量条件 SSD 

105 cm。Picket Fence 测试列以及一个病人的动态多叶光栅文件被用于在不同的机架角度（0°，

90°，180°，270°）以及剂量准确性的研究。以机架 0°上采集的数据作为基准值。将所有采集的数

据导入到 SNC Patient 软件进行分析。测量 EPID 和机架等中心之间的―空间误差‖，将―空间误差‖作

为修正参数应用于不同的机架角度。经过―空间误差‖修正后的数据与基准数据进行比较，获得的误

差数据用 γ 指数(1mm/1%)进行分析。 

结果  电子射野成像系统显示出较好的长期可重复性。Picket Fence 测试显示不同角度叶片到位精

度平均偏差均小于 1mm，且叶片到位精度不受重力和机架角度影响。多叶光栅产生的剂量分布受

角度的影响，产生较大的误差，误差的平均 γ 通过率仅为 62.6%, 90°的 γ 通过率为 68.5%。当用

―空间误差‖修正剂量分布之后，所有的 γ 通过率提升至 98%。总的来说，剂量率的改变对于 γ 通过

率的变化不产生显著影响。 

结论  叶片到位精度不受重力和机架角度影响。通过―空间位移‖修正，γ 通过率明显提升，SNC 

Patient 软件比射野剂量学软件在分析 EPID 图像时更加简便，但其临床意义还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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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80 

Siemens Artiste 加速器四种图像引导方式的辐射剂量学研究 

 
庞廷田 杨波 刘峡 刘楠 董婷婷 邱杰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目的  对 Siemens Artiste 加速器的 IBL 模式下的 2Dplanar、3DMVCT 以及 6MV 2Dplanar 和

Somatom CT 四种图像引导方式的辐射剂量进行测量，并结合患者照射部位选择图像引导方式。 

材料和方法  利用 IBA Dose 1 静电计和 FC65 电离室对 CIRS 头、胸、盆腔仿真模体在 IBL 模式下

的 2Dplanar、3DMVCT 以及 6MV 2Dplanar 三种图像引导模式辐射剂量进行测量，利用 IBA 

Dosimax plus A 测量 SomatomCT 在头、胸、盆腔三种扫描模式下的辐射剂量，并对结果进行分

析，结合扫描部位、图像清晰程度以及患者配合程度等选择图像引导方式。 

结果  测量得：在头颈部位，IBL 模式 2Dplanr 辐射剂量为 13.8—19.6mGy，平均为 16.6mGy，

IBL 模式 3DMVCT 辐射剂量为 49.47—69.52mGY，平均为 58.73mGy，6MV2Dplanr 辐射剂量为

17.6—22.9mGy，平均剂量为 19.83mGy，Somatom CT 的辐射剂量为 7-9mGy；在胸部，IBL 模

式 2Dplanr 辐射为 11—17.56mGy，剂量为 14.08mGy，IBL 模式 3DMVCT 辐射剂量为 48.17—

51.41mGY，平均为 49.17mGy，6MV 2Dplanr 辐射剂量为 16.2—22.65mGy，剂量为

18.97mGy，Somatom CT 的辐射剂量为 9-11mGy；在盆腔部位，IBL 模式 2Dplanr 辐射剂量为

9.72—16.3mGy，剂量为 13.36mGy，IBL 模式 3DMVCT 辐射剂量为 44.15—47.5mGY，剂量为

45.65mGy，6MV2Dplanr 辐射剂量为 14.68—21.95mGy，剂量为 17.52mGy，Somatom CT 的辐

射剂量为 12-15mGy。 

结论  头颈部进行图像引导时，Somatom CT 虽然图像质量清晰但过程复杂且用时较长，IBL 

2Dplanar 图像质量已达到配准要求，头颈部肿瘤利用 IBL 2Dplanar 即可；胸部图像引导时 IBL 

2DPlanar、6MV 2Dplanar 及 IBL 图像质量欠佳且 3DMVCT 辐射剂量较大，故用 CT 进行图像引导

较为合适；盆腔部位图像引导时，肠腔和膀胱充盈较好时 IBL 2DPlanar 进行引导即可，充盈欠佳

时 IBL 3Dplanar 模式即可满足要求。 

 
 
PL-181 

鼻咽癌调强放疗子野不同分割面积计划比较研究 

 
许聪凤 甘家应* 罗元强 胡银祥 洪卫 卢冰 金风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贵州省肿瘤医院 550004 

 

目的  在保证鼻咽癌调强放疗计划满足临床治疗处方要求的前提下，调整子野不同分割面积进行计

划优化，探索较优的分割面积，为优选射野参数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本院鼻咽癌 T2 患者 10 例，其中男性 5 例，女性 5 例，年龄 43~74 岁，平均年龄 51.8

岁。患者仰卧位，根据患者各自情况选择合适的固定头枕，正中矢状线与正中激光线重合，两侧外

耳孔处于水平激光线上。采用头颈肩底座加头颈肩热塑膜固定。CT 扫描参数为：120KV，

200mA，3mm 连续扫描。CT 图像经 MOSAIQ 网络系统传输到 Pinnacle 8.0 M 计划系统进行靶区

和危及器官勾画，然后进行调强计划设计。采用 9 野均分照射，射野角度为 200、240、280、

320、0、40、80、120、160 度。选择 DMP0 进行静态调强优化，单个子野最小跳数设置为 8MU,

分割子野数设为 60 个。根据子野最小分割面积的不同设置三组计划进行优化比较，子野最小分割

面积分别为 4cm2、6cm2、8cm2，其它优化参数均相同。使三组计划都满足临床放疗剂量处方要

求，统计三组计划靶区和危及器官剂量学指标 （Dmax、Dmin、Dmean）、靶区适形指数 CI 及机

器治疗参数。统计学处理方法：应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配对差值符合正

态分布的剂量学差异采用配对 T 检验。 结果见表 1、表 2、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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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表 1、表 2 显示三组计划靶区和危及器官剂量学指标 Dmax、Dmin、Dmean、靶区适形指数

CI 无明显差异，经 T 检验，数据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3 显示机器治疗子野数无明显差

异，经 T 检验，数据无统计学意义（P＞0.05）。机器跳数(MU)有明显差异，经 T 检验，数据有统

计学意义（P＜0.05）。子野分割面积 8cm2、6cm2 比 4cm2 机器总跳数分别降低 16.2%和

10.6%。 

结论  本研究显示鼻咽癌调强放疗在不影响计划质量的情况下，子野分割面积越大更能显著降低计

划的机器跳数。计划 MU 的减少，患者单次治疗时间缩短，机器的利用率会提高，能够降低机器相

关部件的损耗，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临床价值。 

 
 
PL-182 

基于等效均匀剂量的目标函数对鼻咽癌调强放疗颞叶的保护应用

与研究 

 
许聪凤 甘家应* 卢冰 金风 吴伟莉 胡银祥 洪卫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贵州省肿瘤医院 550004 

 

目的  探索等效均匀剂量（EUD）优化方法在鼻咽癌调强放疗中对颞叶的保护是否具有优势。 

方法  随机抽取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2 月份在我院接受调强放疗的鼻咽癌患者 20 例,其中 T1、

T2 期各 5 例,T3、T4 期各 5 例。患者仰卧位，根据病人情况选择合适的固定头枕，正中矢状线与

正中激光线重合，两侧外耳孔处于水平激光线上。采用头颈肩底座加头颈肩热塑膜固定。CT 扫描

参数为：120KV，200mA，3mm 连续扫描。CT 图像经 MOSAIQ 网络系统传输到 Pinnacle 计划系

统进行靶区和危及器官勾画，采用 9 野均分角度进行调强治疗计划设计，IMRT 优化类型为直接子

野优化。20 例治疗计划先采用物理约束条件优化设计，命名为物理优化组。EUD 优化组是在物理

优化组计划的基础上将颞叶的约束条件改为 EUD 约束（a=1），其他危及器官和靶区的约束条件

不变，为患者设计一个新的计划，命名为 EUD 优化组。两组计划均满足临床要求，统计分析两组

计划中颞叶 Dmean、Dmax、V60 及靶区的 Dmean、D95 及其他重要危及器官的剂量差异。 统计

学处理方法：应用 IBM SPSS Statistics 19.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配对差值符合正态分布的剂量学

差异采用配对 T 检验。见表 1、表 2。 

结果  表 1 显示，EUD 优化组颞叶 Dmean、Dmax 剂量明显低于物理优化组，经 T 检验，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但颞叶 V60 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2 显示,两组计划靶区 Dmean

（PTV）、Dmean（GTV）、D95 (PTV)、D95（GTV）、Dmax（脊髓）、Dmax（脑干）、

Dmax（视神经）、Dmax（视交叉）、Dmax（晶体）、Dmax（眼球）均无明显差异，经 T 检

验，数据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EUD 优化用于求解等效平均剂量，可实现目标平均剂量的整体无平移，在保证靶区和其他危

及器官照射剂量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有效降低鼻咽癌放疗患者颞叶的受照剂量，对降低颞叶损伤及

保证患者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也为靶区加量提供了空间。 

 
 
PL-183 

甲状腺眼病放疗共面及非共面计划优化比较 

 
许聪凤 甘家应* 胡银祥 洪卫 吴涛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贵州省肿瘤医院 550004 

 

目的  通过对甲状腺眼病共面及非共面放疗计划的比较，统计分析两种优化结果的差异，为临床治

疗优选计划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至 2016 年 3 月本院甲状腺眼病放疗患者 9 例，其中男性 6 例，女性 3

例。年龄 24~58 岁，平均年龄 43.8。采用仰卧位，根据患者情况选择合适的固定头枕，正中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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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与正中激光线重合，两侧外耳孔处于水平激光线上。采用头颈肩底座加头颈肩热塑膜固定。CT

扫描参数为：120KV，200mA，3mm 连续扫描，1mm 重建图像。CT 图像经 MOSAIQ 网络系统传

输到 Pinnacle 8.0 计划系统进行靶区和危及器官勾画，然后进行调强治疗计划设计， IMRT 优化类

型为 DMPO。共面计划采用 7 野照射，角度分布为 250、280、320、0、40、80、110，此组为

7F 共面。非共面计划同样采用 7 野照射，角度为 275、320、0、40、40（270）、320（270）

度，其中（270）为治疗床角度，此组为 7F 非共面。共面组与非共面组采用相同的子野数、最小

射野面积、最小射野跳数，两组处方为 20Gy，单次剂量 2Gy。计划要求 PTV V20＞90%，晶体

Dmax＜8Gy，眼球 V15＜30%。统计分析两组计划靶区 Dmax、Dmean、靶区适形指数 CI、晶体

Dmax 及其他重要危及器官的剂量差异。 统计学处理方法：应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 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配对差值符合正态分布的剂量学差异采用配对 T 检验。结果见表 1、表 2。 

结果  表 1、表 2 显示两组计划 PTV( Dmax，Dmean ，CI  )、机器跳数（MU）、晶体

（Dmax）、眼球（Dmax，Dmean）、视神经（Dmax）、视交叉（Dmax）、鼻腔（Dmean）、

蝶窦（Dmean）均无明显差异，经 T 检验，数据无统计学意义（P＞0.05）。晶体、额窦、腮窦平

均剂量有明显差异，经 T 检验，数据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甲状腺眼病非共面优化与共面优化相比，能显著降低晶体的平均剂量及靶区周围正常组织的

剂量，但对靶区剂量提升及其他危及器官限量基本没有差异，甲状腺眼病非共面治疗具有一定的临

床优势。 

 
 
PL-184 

静脉使用小牛血去蛋白（奥德金）同步予硫糖铝（迪先）、康复

新液、庆大霉素、地塞米松保留灌肠治疗放射性肠炎的观察报告 

 
王璐 徐艳丽 王慧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510515 

 

目的  观察静脉应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并硫糖铝（迪先）、康复新液、庆大霉素、地塞米松予导

尿管保留灌肠治疗放射性肠炎的疗效。 

方法  46 例放射性肠炎患者随机分为 2 组，每组 23 例，对照组采用 0.9%生理盐水 50ml 加康复新

液 30ml、庆大霉素 16wu、地塞米松 5mg 保留灌肠，1 次/日，实验组静脉应用 0.9%生理盐水

250ml 加小牛血去蛋白（奥德金） 

0.8g，1 次/日，同时予 0.9%生理盐水 50ml 加硫糖铝（迪先）20ml、康复新液 30ml、庆大霉素

16wu、地塞米松 5mg 予导尿管保留灌肠，1 次/日， 

结果  对照组放射性肠炎的治愈时间明显长于实验组（p<0.05）。 

结论  静脉应用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奥德金）同步予硫糖铝（迪先）、康复新液、庆大霉素、地

塞米松使用导尿管行保留灌肠能有效缩短放射性肠炎的治愈时间，减轻患者的痛苦。 

 
 
PL-185 

基于 TomoHD 与 RapidArc 两种全中枢照射技术的剂量学研究 

 
解传滨 戴相昆 徐寿平 陈高翔 徐伟 宋明永 杨涛 王金媛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螺旋断层放射治疗(TomoTherapy HD)与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RapidArc RA）两种旋

转调强放疗技术在全中枢照射中的可行性及其剂量学差异。 

方法  选取 10 例接受过全中枢 TomoHD 放射治疗患者，采用 Eclipse 10.0 计划系统设计多中心

（2-3 个）双弧旋转调强放疗计划。在满足 95％计划靶体积达 30.6Gy 情况下，通过剂量体积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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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VH 评价和比较两种类型治疗计划的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分布，并比较评估两组治疗计划的

总机器跳数(MU)和治疗时间。 

结果 HD 对靶区的覆盖度、靶区适形度和均匀性较 RA 具有优势（HD/RA 靶区 V30.6(%)、HI、CI

分别为 96.45%/95.56%、1.07/1.13、0.91、0.85）。在重要器官的避让上，HD 能更好的保护眼球

及晶体，双肺 V5、V10 较 RA 有明显的改善，但增加了心脏 V10 的受量。RA 组胃的 Dmax 较 HD

组偏高，双肾 Dmax 有所降低。HD/RA 机器跳数和治疗时间分别为 12068MU/900MU、

835s/650s。 

结论 HD 与 RapidArc 技术都能较好地实现全中枢照射且实现射野间的无缝衔接，但在靶区与重要

器官的剂量分布上，HD 因束流调制能力较强而存在较为明显的优势，而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射

线利用率更高。 

 
 
PL-186 

G4 射波刀五年质控结果的回顾性分析与评价 

 
韩玮 鞠忠建 李继伟 王严兴 王亚静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我科射波刀于 2011 年 9 月装机完成，为保证机器稳定性、治疗准确性，日常质检行晨检、

周检、月检、年检。其中晨检包括机械性能、安全性能、剂量性能等方面，本次研究晨检中仅选择

剂量性能作数据分析。周检、月检、年检参考 AAPM TG 135 报告。周检共两项，包括自动质量保

证检测（AQA）和剂量输出一致性检测；月检包括 E2E（测量机器端到端精确度）；年检内容共

六项，包括 TPR20/10、影像中心一致性、光野一致性、平坦度及对称性。  

对五年内射波刀的重要质检数据进行回顾性统计和研究，以评价其各项性能及稳定性。 

方法  针对我科室的一台 G4 射波刀，统计自 2011 年 9 月装机以来至 2016 年 7 月的 QA 监测数

据，对五年内机器的剂量输出一致性、平坦度、对称性、TPR20/10、成像系统检查、光野一致

性、剂量率、E2E、自动质量保证 AQA 等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评价。 

结果  剂量率共 819 次 54 Mu/min～840 Mu/min，其中 3 次低于最低限值。剂量输出一致性检测共

进行 210 次，有 29 次（13.8%）超出 2%的范围。AQA 检测共行 190 次，总误差值：0.08～

1.42mm。E2E 检测共 53 次，其中 6D-Skull 误差全在范围之内，FID、SST、MTS 分别有一次超

出范围。平坦度：12.20%——12.67%，均在范围之内。对称性：分别对 X 轴、Y 轴检测，X 轴方

向：0.17%-0.48%。Y 轴方向：0.63%-0.77%。范围之内 TPR20/10：共四次数据，0.507-0.562。

成像系统定位精确度检查，最小 0.7，最大值 0.8，均小于 1mm。光野一致性，偏差最小 0.2mm，

最大 0.3mm，远小于 1mm。 

结论  经近五年的质量检查统计数据分析发现，其中平坦度、对称性、TPR20/10、成像系统检查、

光野一致性的检测结果均在允许范围之内，剂量输出一致性有 13.8%超出范围，剂量率会偶尔低于

限值，E2E 结果又超过范围，AQA 结果有 10%超出范围，超出允许范围的项目需要再次检测校

正，保证机器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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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87 

两种不同摆位方式对胸部肿瘤放疗摆位误差比较研究 

 
林宝珠

1
 鞠忠建

2
 孙晓圆

1
 马生虎

1
 张露

1
 韩璐

1
 

1.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2.解放军总医院 

 

目的 调强放射治疗中用体模固定和乳腺托架固定两种摆位方式的误差比较。 

方法 选择 2015 年 8 月到 2016 年 8 月海南省三亚市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行放射治疗胸部肿瘤患

者 34 例，其中男性 14 例，女性 20 例；年龄 32-75，其中中位年龄 65。获得 320 次配对图像，其

中 160 次是用体模摆位，160 次用乳腺托架摆位，图像都是根据灰度自动配准及由专业放射治疗医

师根据靶区和解剖学结构手动配准，获得摆位误差。 

结果 配对图像摆位误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两种摆位误差在临床误差范围内，均能达到临床需要。  

 
 
PL-188 

COMPASS 系统在直肠癌调强放疗三维剂量验证中的应用研究 

 
段隆焱 蔡刚 沈文同 张毅斌 陈毅 陈佳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探索 COMPASS 系统在直肠癌调强放疗三维剂量验证中的应用  

方法  选取我院六位直肠癌术前患者，照射野采用 7 野扇形分布，危及器官包括：膀胱、股骨头。

处方剂量：要求 95%的计划靶区体积接收 45GY。仪器采用 Matrixx 电离室探测器，compass 验证

系统。应用剂量分布计算模型进行独立计算得到第三方剂量分布（CDD）对 TPS 计算结果进行独

立验证；同时采用 Matrixx 实测,得出积分剂量（RDD）在患者 CT 影像上的重建剂量三维分布；三

维验证分别采用 3%/3mm 的 Gamma 值，靶区 D95%, D50%, D2%, V5%,危重器官 Dmean，剂量

体积偏差，△CDD=(CDD—TPS)／TPS×100％，△RDD=(RDD—TPS)/TPS×100％,采用 SPSS 

19.0 分析。两组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P<0.05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Gamma 通过率：靶区、膀胱、右侧股骨头、左侧股骨头 CDD-TPS 数据分别为：

99.5600+0.17441,99.8963+0.04622,99.8983+0.4622,99.2850+0.41008，均大于 95%；RDD-

TPS 数据分别为：99.0600+0.34219,97.84+0.70253,97.84+0.70253,92.9167+2.54781,除左侧股

骨头外其余均大于 95%,P 值后三者均显著性差异；剂量体积偏差：RDD-TPS 和 CDD-TPS 比较，

D50%, D2%, 右侧股骨头的 Dmean 有统计学意义，D95%，V5%，膀胱，左侧股骨头的 Dmean

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两组数据 Gamma 通过率，CDD-TPS 均大于 99%，而 RDD-TPS 除左侧股骨头外也同样大

于 97%，剂量偏差 CDD-TPS：D95%，D50%，D2%，V5%，膀胱 Dmean 均小于 3%，RDD 也

与 CDD 一致，但在 PTV、膀胱指标上 CDD-TPS 要小，表明独立计算剂量与重建剂量有好的吻合

性。PTV 的 

D50%, D2%, 右侧股骨头的 Dmean 有统计学意义，而 PTV 的 D95%，V5%，膀胱，左侧股骨头

的 Dmean 无统计学意义。主要是高剂量区分布差别较大，进一步发现正常组织的低剂量与高剂量

体积比值较大，有些在股骨头边缘，表明两者无绝对的一致性，也为临床是否要进一步做 RDD 验

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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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89 

Dosimetry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based on continuous 

VMAT, tangential VMAT and IMRT for left-sided breast 

cancer radiotherapy 
 

柏晗 侯宇 李文辉 李岚 赵毅 赵毅 

云南省肿瘤医院 650118 

 

目的  比较和分析早期左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放射治疗的 3 种物理计划设计方案的剂量，探求适

合的早期左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放射治疗的物理计划设计方案。 

方法  前瞻性研究，随机抽取了 10 例接受了保乳术后的左侧乳腺癌患者，为每例病人设计

cVMAT，tVMAT，fIMRT 3 个物理计划，在梯度指数函数诱导下优化物理计划的设计。比较 3 个物

理计划 PTVin 的 CI，HI，GI 及同侧肺、对侧肺、心脏、对侧乳腺的剂量。 

结果  cVMAT 技术下的靶区适形指数、均匀性指数优于 tVMAT 和 fIMRT，检验有统计学差异；从

均值来考察，在同侧肺的保护上 cVMAT 优于 tVMAT 和 fIMRT；但在涉及到的统计参数 V5-V40，

MLD 上 3 种方案均没有呈现统计学差异（Ps>0.05）;在心脏的保护方面，从平均值上来看 tVMAT 

要略高于其他 2 种方法，但在涉及到的统计参数 V5-V40，MHD 上 3 种方案间的 Ps>0.05,没有统

计学差异； 在对侧肺的保护上，cVMAT vs tVMAT， cVMAT vs fIMRT 有统计学差异，

Ps <0.05;tVMAT vs fIMRT 没有统计学差异，Ps>0.05。在对侧乳腺的保护上，tVMAT 和 fIMRT 技

术要明显地优于 cVMAT 技术，平均剂量的配对检验：cVMAT vs tVMAT，p=0.000，有明显的统

计学差异；cVMAT vs fIMRT=0.000，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而 tVMAT vs fIMRT，p=0.355，无明

显的统计学差异。 

结论  VMAT 技术是一种可以用于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进行全乳腺放射治疗的放疗技术，能得到很

好的靶区剂量均匀性和适形度。不同的设计―弧段‖方法，剂量会有较大的差异，cVMAT 技术的优点

是能够实现高剂量（≧2000cGy）向靶区聚集，实现剂量的快速跌落；tVMAT 技术的优点是能有

效降低对侧肺和对侧乳腺的剂量。因此，相对而言 cVMAT 可能更适合乳腺癌的大分割放射治疗；

ｔVMAT 可能更适合常规分割放射治疗。 

 
 
PL-190 

两种算法在宫颈癌术后调强放疗中的剂量学比较 

 
吴建亭 储开岳 赵永亮 

南通市肿瘤医院 226361 

 

目的  比较蒙特卡罗算法与筒串卷积算法在宫颈癌术后调强放射治疗中的剂量学差异。 

方法  随机选择 25 例宫颈癌术后行调强放疗患者，所有靶区和危及器官均由同一位妇瘤放疗专业副

主任医师根据 ICRU 83 号报告进行勾画。临床靶区（clinical target volume, CTV）包括阴道上段

1/2 及残段、阴道旁软组织和盆腔淋巴引流区，范围上界为腰 4-5 椎体间，下界达闭孔下缘，CTV

各方向均匀外放 8mm 形成计划靶区（planning target volume, PTV）。危及器官(organ at risk, 

OAR)包括脊髓、肾脏、小肠、结肠、乙状结肠、直肠、膀胱、双侧股骨头、盆骨等。物理师在

Monaco 5.1 上根据医生确认后的靶区采用 7 野均分的布野方法及蒙特卡罗算法进行计划设计。处

方剂量：45Gy，1.8Gy/次，分 25 次完成。要求至少 95%PTV 体积达到处方剂量，PTV 以外不能

出现﹥110%的剂量热点。危及器官限量：小肠、结肠、盆骨、直肠、膀胱 V40≤50%，股骨头

V30≤50%，脊髓 D2≤40Gy。将完成的符合临床要求的调强计划，在保持所有计划参数（射野方

向、能量、MLC 位置、剂量率等）不变的情况下，传输到 Raystation 计划系统上采用筒串卷积算

法重新进行剂量计算。比较两者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学参数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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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计划均能满足处方剂量覆盖 95%靶区的临床要求。靶区 D98、D2、D50、HI、CI 蒙特

卡罗算法结果低于筒串卷积算法（P﹤0.05）；膀胱 V30、V40，直肠 V40、D50，股骨头、盆骨

V30、V40、D50，脊髓 D2  蒙特卡罗算法结果低于筒串卷积算法；结肠 V30、V40、D50 蒙特卡

罗算法结果高于筒串卷积算法均，以上结果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结果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 

结论  宫颈癌术后调强放射治疗采用蒙特卡罗算法进行计划设计，与筒串卷积算法相比较，在满足

同样处方剂量的要求下，不但提高了靶区适形度、均匀性，而且降低了正常组织的受照剂量，值得

临床推广。 

 
 
PL-191 

Varian PO 与 PRO 剂量优化算法在宫颈癌容积旋转 

调强计划中的应用 

 
谭丽娜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比较 Eclipse 13.5 计划系统中 PO 与 PRO 优化算法在宫颈癌容积旋转调强计划中的剂量学差

异。 

方法  随机选取 10 例宫颈癌病例，PTV 处方剂量 50Gy/25 次，在 Eclipse 13.5 计划系统中分别采

用 PO 与 PRO 优化算法设计容积旋转调强计划，射野参数相同，分析两种算法在宫颈癌容积旋转

调强中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学差异。 

结果  靶区 D2、D5、PTVmean PO 优化算法均小于 PRO 优化算法，D95 和均匀性指数 HI PO 优

化算法大于 PRO 优化算法（p<0.05），D98 和适形度指数 CI 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与

PRO 优化算法相比，PO 优化算法使膀胱 V20 降低 10%、V30 降低 15.7%、V40 降低 9.6%；小肠

V20 降低 6.1%、V30 降低 3.6%；左股骨头 V20 降低 14.1%，右股骨头 V20 降低 12.9%，均有显

著性差异（p<0.05）。膀胱 V50、Dmax，直肠 V20、V30、V40、V50、Dmax，小肠 V40、

V50、Dmax，左右股骨头 V30、Dmax 均无显著差异（p>0.05）。 

结论  在宫颈癌容积旋转调强计划中，采用 PO 优化算法能够有效降低危及器官受量，可降低宫颈

癌患者放射治疗并发症，同时也为进一步提高肿瘤靶区剂量、提高肿瘤局部控制率提供了可能。 

 
 
PL-192 

一种简单有效的 IMRT 技术优化全脑全脊髓交界层剂量 

分布的方法 

 
梁军 何东杰 张琰君 王启明 常浩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为了优化全脑全脊髓放疗计划的交界层剂量及靶区的剂量分布，本研究描述了一种简单而有

效的 IMRT 技术来改善交界层的剂量分布。 

方法  选取我们科收治的 6 例髓母细胞瘤患者再次行全脑全脊髓放射治疗计划，患者均采用俯卧位

定位，给予处方剂量 36Gy 共 20 次分割照射。根据 PTV 的长度设两个或三个等中心。对于调强放

疗计划，脊髓 PTV 使用共面的后五野 IMRT 技术。对于身高较高的患者，脊髓段需要分成两个

PTV。两个 PTV 相互重叠，交界层剂量区与靶区 PTV 具有相同的调强优化目标但权重较小。全脑

计划采用左右两野对穿，准直器角度被设定为约 85°和 95°，这样我们就可以毫米级的移动多叶光

栅以优化脑-脊髓交界处的剂量分布。对照组 3D-CRT 计划采用传统的照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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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全脑全脊髓 IMRT 计划的靶区最高剂量点较 3D-CRT 计划更优（109.3%v112.8%）。IMRT

计划的均一度指标 HI（homogeneity index）与 3D-CRT 计划比较略有优势但没有统计学差异

（0.09±0.01v0.12±0.02，P＞0.05）。但对于脊髓 PTV 靶区的剂量分布，两者的差异有明显统计

学意义（0.09±0.02 V 0.20±0.04，P＜0.05）。交界层的剂量分布方面，IMRT 计划的脑-脊髓交界

区剂量分布明显优于 3D-CRT 计划（0.21±0.01 V 0.36±0.06，P＜0.05）。脊髓-脊髓交界区的剂量

分布，两者的差异更为明显（0.08 V 0.40±0.14，P＜0.05）。IMRT 技术的心脏的平均受照射剂量

较 3D-CRT 计划低(8.1v12.1, p<0.05)，食管的受照射剂量较 3D-CRT 计划低(2.9v19.3, p<0.05)。

IMRT 技术的甲状腺受照射剂量亦低(17.7v24.7, p<0.05)，特别是 V75%IMRT 计划更低

(0.7%v56.0%, p<0.05)。肺和肾脏的受照射剂量 IMRT 技术也有明显优势。IMRT 技术晶体剂量更

低，相比 3D-CRT 计划晶体的受照射剂量减少了 0.3Gy-0.5Gy。 

结论  本文介绍的 IMRT 计划相比传统 3D-CRT 技术优化了脑-脊髓交界区及脊髓-脊髓交界区的剂

量分布且简单易行，整体靶区的适行度也较好，正常器官的受照射剂量也明显减低，值得进一步临

床推广应用。 

 
 
PL-193 

HipFix 体部固定板两侧的固定卡扣对肺癌病人放疗剂量的影响 

 
孙晓欢 谭丽娜 王兴安 王中飞 肖锋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探讨 HipFix 体部固定板两侧的固定卡扣对肺癌病人放疗剂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10 例右肺癌病人，采用仰卧位，热塑体膜、HipiFx 体部固定板固定体位，使用飞利浦

公司的 Big 

Bore 大孔径 CT 模拟定位机对患者行 CT 扫描，扫描层厚、层距均为 3mm。采用美国瓦里安公司

Eclipse 8.9 计划系统，分别为 10 例患者设计 5 野适形计划（5-3DRT，其中一个照射野直接穿过

卡扣），5 野调强计划（5IMRT，其中一个照射野直接穿过卡扣），容积旋转调强（RapidArc）计

划，顺时针、逆时针各转一圈，机架角度：逆时针 30 o 

→181 o，顺时针 181 o→30 o，计划均采用 6MV X 射线。所有患者的 CT 图像各复制一套，其中

一幅 Body 勾画不包含两侧卡扣（图像 1），另一幅将卡扣画进 Body 中（图像 2），在图像 1 上制

定放疗计划，并将计划移植到图像 2 上，重新计算剂量，对比两幅图中卡扣出现的 CT 层上的靶区

剂量分布差异。 

结果  10 例患者两幅图中的靶区剂量分布差异见表 1（表中数据均为图像 2 中靶区百分剂量与图像

1 中的靶区百分剂量差值）。图 1 为适形计划的剂量分布对比，图 2 为调强计划的剂量分布对比，

图 3 是 RapidArc 计划剂量分布对比，图中显示的均为 95%的剂量线包绕范围，从图 1 及图 2 的对

比中可以看出，卡扣已经导致适形计划及调强计划的靶区欠剂量。 

表 1  两幅图中的靶区剂量分布差异 

结论  HipiFx 体部固定板两侧的卡扣对适形计划和固定野调强计划剂量分布均有一定影响，故设计

计划时应避开卡扣，而对于 ARC 计划剂量分布影响很小，射野方向不必刻意的避开卡扣。 

 
 
PL-194 

自动计划模块用于鼻咽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划设计的效果评估 

 
张达光 蒋胜鹏 王清鑫 王佩国 王伟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评估 Pinnacle
3计划系统新增的 Auto-Planning 功能模块应用于鼻咽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划

设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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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 例在本中心已经用于临床治疗的鼻咽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划，利用 Auto-Planning

功能模块建立鼻咽癌计划模板并且重新全自动设计和优化所选取的病例。对自动设计得到的治疗计

划与临床应用的人工计划进行剂量学对比分析，同时对比自动计划设计和人工计划设计所需的工作

时长。 

结果  自动计划模块生成的计划相比于原始人工计划，靶区的剂量覆盖程度（D95%）和适形指数 CI

均没有显著差异，且靶区的均匀性指数 HI 有所提高。95%的自动计划的全部危及器官剂量达到了

临床目标要求（仅一轮自动优化，无后续修改和调整）。相比于原始人工计划结果，自动计划的脊

髓最高量和腮腺的平均剂量均显著降低（p=0.013）。自动计划完成的全过程中需要人工操作的时

间仅为 4.2±1.1min，显著低于人工计划所需要的时间。 

结论   Auto-Planning 模块在复杂的鼻咽癌计划设计中的应用可以极大的减少计划设计过程中大量

繁琐和重复的操作，缩短计划设计所需的工作时间，显著提升工作效率。与此同时，自动计划模块

设计得到的计划拥有与手工计划相当的计划质量，自动计划模块的应用可以保持计划质量的一致性

和稳定性，提升计划质量的基准水平。  

 
 
PL-195 

不同放射野设计对前哨淋巴结少量阳性腋窝淋巴结剂量 

覆盖的分析 

 
蔡嵘 王舒蓓 单书灿 陈佳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放疗科 200025 

 

目的  比较标准切线野（ST），高切线野(HT)和 AMAROS(A)照射野三种不同照射野设计对腋窝 1-

3 区淋巴结以及腋静脉以上(SAV)、腋静脉以下(IAV)淋巴结区域照射剂量和体积覆盖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5 年我院接受保乳+前哨淋巴结活检，并进行保乳术后放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 34

例，常规定位 CT 后勾画腋窝 1-3 区及 IAV、SAV 等淋巴引流区域。所有患者均分别进行

AMAROS、HT 及 ST 三种不同的放疗计划的设计。评估不同放射野设计中腋窝各区的平均剂量及

V90（接受高于 90%处方剂量的靶区体积比），以及患侧肺、心脏、臂丛神经等正常组织受照剂量

的改变。 

结果  三种照射方法的平均剂量（Dmean）分别为腋窝 1 区（ALN1）：

A44.3Gy;H45.7Gy;S34.2Gy，2 区（ALN2）：A45.6Gy;H33.7Gy;S17Gy，3 区（ALN3）：

A50.2Gy;H22.2Gy;S5.1Gy,胸肌间淋巴结（RN）：A46.7Gy;H 43.8Gy;S26.9Gy，前哨淋巴结

（SLN）：A46.9Gy;H 50.2Gy;S44.5Gy，SAV：A47.3Gy;H28.1Gy;S4.34Gy，IAV：

A44.7Gy;H45.7Gy;S35.8Gy。三种照射野 V90 分别为：ALN1：49% S;80% H;51%A；ALN2: 

13% S;33% H;9% A;ALN3: 2% S;10% H;96% A;SAV: 0 S;25% H;77% A;IAV:51% S;80% H;66% 

A。AMAROS 照射野中患侧肺的 V20(A39%;H17%,S16%)，心脏平均剂量

(A5.93Gy;H5.57Gy;S5.93Gy)和臂丛神经平均剂量(A41Gy;H4.35Gy;S0.87Gy)均明显高于 ST 和

HT 的照射方法(p<0.001)。 

结论  对于 ALN1，SLN 及 IAV 区域的淋巴结，HT 照射野可以获得更高的平均剂量和 V90 体积的

覆盖；对于 ALN2，ALN3，RN，SAV 区域淋巴结，AMAROS 照射方法的平均剂量和 V90 高于

HT,ST 照射野，但 AMAROS 对正常组织（肺、心脏、臂丛神经）的剂量明显高于 HT 和 ST 照射

野。因此对于低负荷的前哨淋巴结少量阳性预后较好的早期乳腺癌患者，HT 照射野能够获得较满

意的 ALN1 及 IAV 区域的放射剂量，且不明显增加正常组织的放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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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196 

楔形板配合 MLC 正向调强技术在乳腺癌根治术后 

放疗中的应用研究 

 
王健 王跃珍 王准 陈维军 蒋小路 李浦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目的  研究探讨楔形板配合 MLC 正向调强技术在乳腺癌根治术后放疗中的应用与比较。 

材料方法 选用 15 例左侧乳腺癌根治术后病例，使用 Philips/ Adac Pinnacle 7.6c 版本的三维逆向

治疗计划系统，用 ELEKTA  Digital Accelerator 机器的剂量数据。在 ADAC Pinnacle 7.6c 三维治

疗计划系统上对每个患者做如下三个计划：⑴楔形板配合 MLC 正向调强技术（4FWB-MLC）、⑵

四野适形切线照射技术（4FW-CRT）和 ⑶五野调强照射技术(5F-IMRT)，并对这三种计划的结果

进行靶区剂量和各正常组织的受照射剂量分析比较，剂量评估指标为最大剂量﹑最小剂量﹑平均剂

量、D95、胸壁表面剂量及剂量体积直方图（DVH）。 

结果 楔形板配合 MLC 正向调强技术 PTV 最大剂量是 55.30±13.1 Gy，最小剂量是

48.50±0.45Gy，平均剂量是 51.30±0.23 Gy ，D95 为 48.11±0.12Gy，剂量包绕较好，，两肺最大

剂量是 55.10±13.1 Gy，两肺最小剂量为 0.30±13.1 Gy，两肺 V5 为 15.46% , V20 为 10.67%， 

V3 0 为 9.0% 。心脏最大剂量 51.30±13.1 Gy,心脏最小剂量 1.30±0.13 Gy,心脏平均剂量

9.30±13.1 ，心脏的 V30 为 11.71% , V40 为 8.98%。 

结论 楔形板配合 MLC 正向调强技术用较少的射野得到较好的剂量分布，从物理剂量评价指标来看

该技术在多数情况下优于逆向调强技术。  

 
 
PL-197 

CBCT 图像质量定量分析 

 
齐新宇 杨鑫 林承光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510060 

 

目的  为了改善 CBCT（Cone Beam CT, CBCT）图像质量常以定性分析与主观评价的现状，本文

尝试定量分析 XVI 导出的 CBCT 图像质量。通过提出图像的后处理方法，在 Catphan 模体的和真

实肝癌患者的 CBCT 图像上加以验证，从而为将来定量分析与评价 CBCT 图像质量提供一些经

验。 

方法  应用加速器自带的 CBCT 系统，采取默认扫描条件扫描 Catphan 模体。选取以下五个评价参

数：均匀性（uniformity）、对比噪声比（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调制传递函数

（modulation transfer function, MTF）、均方误差（mean squared error, MSE）和峰值信噪比

（peak signal to noise rate, PSNR），分别对 XVI 导出的 CBCT 图像及后处理图像（平滑去噪）

进行定量分析。然后随机使用一例实际肝癌患者的 CBCT 图像，选取肝部 GTV 为感兴趣区域，并

对整体图像进行平滑去噪处理。通过对处理前后图像质量参数的对比，进一步分析并验证研究结

果。 

结果  Catphan 模体的原始 CBCT 图像均匀性为 0.0388，CNR 值为 61.1，MTF 值为 1.7，MSE 与

PSNR 为与原始图像相对值，此处无意义。Catphan 模体的原始 CBCT 图像经平滑去噪处理后，图

像的均匀性为 0.0385，基本保持不变，CNR 值和 MTF 值分别为 83.6 和 2.1，数值相对增加，图

像的对比度及分辨率相对原始图像有所提高，MSE 及 PSNR 值为 223.8 和 24.6，图像失真不明

显。选取一例肝癌患者的 CBCT 图像经上述处理，处理前后的图像均匀性分别为 0.0371 和

0.0359，图像均匀性基本保持不变，CNR 值分别为 61 和 130.7，图像对比度相对增加，MSE 及

PSNR 值分别为 365.7 和 22.5，图像失真不明显。原始 CBCT 图像经平滑去噪处理后图像质量相

对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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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原始图像经平滑去噪后的图像质量相对较好。在未来的 CBCT 图像质量研究中应当有针对性

的采取图像后处理的方式对 XVI 导出的 CBCT 图像进行平滑去噪的处理，提高图像质量，可能有

效减少人工判定的主观误差。 

 
 
PL-198 

原发性肝细胞癌伴门脉癌栓患者接受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的 

疗效观察 

 
薛慧 

解放军第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评价原发性肝细胞癌伴门脉癌栓患者接受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射波刀）的疗效。 

方法 收集我院 2011 年 1 月—2015 年 5 月原发性肝细胞癌伴门脉癌栓患者 59 例，均接受射波刀治

疗。门脉癌栓的 GTV 为 24.6～1265.0 cm3，中位值 399.02 cm3，单次分割剂量 5～13 Gy/次（中

位值 10Gy），照射次数 4～8 次（中位值 6 次），肿瘤剂量 35～56 Gy（中位值 49 Gy），每日

或隔 1~2 d 照射 1 次。采用寿命表法进行生存分析，Cox 回归模型分析生存相关的影响因素。 

结果 59 例肝癌伴门脉癌栓患者接受射波刀治疗，中位无疾病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为 5.19 个月，中位总生存期（over survival，OS）为 11.84 个月，疾病控制率

（disease control rate, DcR）为 62.71%（37/59），治疗后 1、2、3 年的累积生存率分别为

49.15%（29/59）、20.34%（12/59）、11.86%（7/59）。Cox 多因素分析显示：术前 AFP 水

平、性别、年龄、病灶大小、肿瘤数目、肝功能 Child-Pugh 分级、腹水、癌栓类型、总剂量大小

均与患者生存期无明显相关性。 

结论 射波刀是肝癌伴门脉分支癌栓患者较理想的治疗方法，可显著延长患者生存期。 

 
 
PL-199 

稳健性优化与稳健性评估在晚期 NPC IMRT 中的应用研究 

 
黄晓延

1,2
 孙颖

1,2
 Zuofeng Li

1
 

1.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2.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3.University of Florida Health Proton Therapy Institute 
 

目的  随着计算机运算速度及算法的发展，稳健性优化与评估开始实际进入临床，本文研究稳健性

优化与评估在晚期 NPC IMRT 中的应用，并对基于 CTV 的稳健性评估意义提出初步探讨。 

方法  ⑴ 20 例晚期 NPC 病例，勾画 5 个 GTV(或 CTV)靶区，分别是 GTVp、CTV1、CTV2 

GTVn_L 与 GTVn_R，以 3mm 的边界均匀扩充产生相应的 PTV。⑵ 采用 9 野 SMLC 的 IMRT 治

疗方式，臂架角度等角度平分。⑶ 逆向优化方案：方案 1A 及 1B，基于 PTV 优化，未采用稳健性

优化方法，其中 1A 的剂量要求为：处方剂量定义为 D95%, V93%≥99%，1B 的剂量要求为：处方

剂量定义为 D98%, V95%≥99%；方案 2A、2B 与 2C 采用基于 CTV 的稳健性优化方法，处方剂量

都定义为 D98%, V95%≥99%，稳健性优化的位置误差分别取 2mm、3mm、4mm。⑷ 计划评估：

对所有计划，分别评估以下指标：PTV 的各项参数及正常器官参数，不做稳健性评估的；CTV 各

项参数做位置误差分别为 2mm、3mm 及 4mm 的稳健性评估。靶区评估参数为：V100%、

V95%、V93%、D99%、D98%、D95%、D 平均、D2%等。⑸ 分析方法：采用配对 t 检验及统计

最坏值出现的几率。结果  ⑴ 方案 1 在 PTV 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无法保证 CTV 满足各种稳健性评估

条件下的要求，P2 的 OAR 平均剂量高于 P1。⑵方案 2 中直接应用位置误差的 CTV 稳健性优化，

尚不能达到保证 CTV 要求，在选择合适的稳健性优化方案，可满足稳健性评估的要求。⑶对正常

器官，方案 2 的剂量低于方案 1。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656 

 

结论  ⑴ 在精准治疗概念下，基于 CTV 的稳健性评估对保证治疗的稳健性有一定的意义。⑵PTV

是一个几何概念，包括 CTV（有内部移动为 ITV）及附加的位置不确定度，较好地提供了对位置不

确定度的解决方案。随着稳健性优化及评估进入临床，可进一步探讨其应用范围及条件。⑶  进一

步探讨稳健性优化及稳健性评估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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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001 

早期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局部区域控制率的提高与生存率

改善的关系：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与系统综述 

 
杨勇

1
 曹建忠

2
 兰胜民

2
 吴君心

3
 吴涛

4
 朱苏雨

5
 钱立庭

6
 侯晓荣

7
 张福泉

7
 张玉晶

8
 朱远

9
 徐利明

10
 袁智勇

10
 亓

姝楠
1
 李晔雄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2.山西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3.福建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4.贵州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5.湖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6.安徽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7.北京协和医院放疗科 

8.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9.浙江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10.天津肿瘤医院放疗科 

 

目的  研究早期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放射治疗的剂量-反应关系，并进一步探索局部区域

控制率（LRC）的提高与生存率提高的关系。  

方法  全国 10 家肿瘤中心 1332 例早期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纳入分析，患者接受单纯化

疗、单纯放疗或者放化综合治疗。将放疗剂量作为连续性变量纳入 Cox 回归模型，通过

smoothHR 探索放疗剂量与临床结局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采用回归分析确定局部区域控制（LRC）

与无进展生存（PFS）和总生存（OS）是否存在线性关系。 

结果  在 50-52Gy 之前，局部区域复发、疾病进展和死亡风险随着放疗剂量的增加而明显降低，

50-52Gy 之后相关风险轻微上升。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中，高剂量放疗（≥ 50 Gy）患者的 5 年

LRC（85.0%和 72.8%， P < 0.001）、PFS（60.9% 和 50.2%，P = 0.004）和 OS（69.5%和

58.4%，P = 0.037）均明显优于低剂量（< 50 Gy）放疗患者。高剂量放疗无论对于不同放化疗顺

序患者还是不同化疗反应的患者均能够明显提高局部区域控制率。除了 60-70Gy 以外，剂量从

0Gy 到 50-59 Gy 之间的 LRC（范围，41.2-86.9%）、PFS（18.4-62.7%）和 OS（32.8-70.5%）

均呈现出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回归分析发现 5 年 LRC 与 5 年 PFS （R
2
 = 0.988）以及 5 年 OS

（R
2
 = 0.97）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并能够经发表文献中数据进行外部验证。 

结论  早期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放疗剂量与 LRC、 PFS 和 OS 均存在剂量-反应关系。局部

区域控制率的改善能够转化为远期生存。上述研究结果强调在一线治疗中放射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并为临床决策和后续临床研究设计提供了证据。 

 
 
PM-002 

经皮胃造瘘术在鼻腔 NK/T 淋巴瘤患者放疗期间的疗效 

观察及意义 

 
袁佳 黄立敏 杨洁 陈南江 雷竹 王姿 孙轶 沈齐 李杭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评价经皮胃造瘘术（PEG）对于保障鼻腔 NK/T 淋巴瘤患者放疗顺利完成的有效性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我科治疗的 30 例 I-II 期鼻腔 NK/T 淋巴瘤患者，随

机分为造瘘组（15 例）及对照组（15 例）。两组均采用图像引导的调强放射治疗（IGRT），剂量

95%PTV=5481cGy/203cGy/27f。PEG 始于放疗前一周，每日定时定量供给营养液总量约 1800-

2000ml，对照组自行进食。每周观察 30 例鼻腔 NK/T 淋巴瘤患者体重、Karnofsky 评分、口腔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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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反应、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中性粒细胞总数、血清白蛋白等，采用配对 t 检验分析两组患者

以上指标，毒副反应参照 NCI CTC 3.0 标准进行评价。 

结果 1、对照组中 2 例患者因放疗期间发生 III 级毒副反应导致中途暂停放疗，后经对症支持治疗后

继续完成，而造瘘组则全部按计划完成放疗。2、放疗期间对照组患者体重波动在-12.15%~-

5.79%，平均-8.57%±1.12%，而造瘘组患者体重波动在-6.63%~0.42%内，平均-3.52%±0.78%；

Karnofsky 评分、血清白蛋白配对 t 检验提示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比两组患

者口腔粘膜反应、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总数、血红蛋白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3、放疗至 18±2f 是体重和 Karnofsky 评分下降的拐点。 

结论 经皮胃造瘘术（PEG）可提高鼻腔 NK/T 淋巴瘤患者营养支持质量，减少因放疗毒副反应引起

的放疗时间延迟，对保障放疗的完成和住院期生存质量有积极的临床价值。 

 
 
PM-003 

原发肿瘤侵犯范围是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的重要预后因素 

 
曹建忠 梁玉 刘宝 郭汝元 李红卫 兰胜民 

山西省肿瘤医院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山西省放射治疗中心 030013 

 

目的  探讨原发肿瘤局部侵犯在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中的预后价值。 

方法  回顾分析 174 例 IE/IIE 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原发肿瘤局部侵犯分为局限组和超腔组。

局限组定义为原发肿瘤局限于鼻腔，无邻近器官或结构受侵，合并或不合并区域淋巴结受侵；超腔

组定义为原发肿瘤超出鼻腔，侵犯邻近器官或结构，合并或不合并区域淋巴结受侵。鼻腔周围解剖

结构和器官主要包括筛窦、上颌窦、鼻背或面部皮肤、鼻咽、眼眶、蝶窦、额窦、口咽、硬腭、软

腭、颅底及颅内等。 

结果  全组 3，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59.5%和 49.0%。单因素分析显示：局部侵犯、ECOG 评分、

Ann  Arbor 分期、乳酸脱氢酶(LDH)、淋巴结侵犯显著影响预后。多因素分析显示：预后不利因素

包括原发肿瘤超腔(P=0.000,HR 2.399,95%CI 1.483-3.881)，年龄?60 岁(P=0.047,HR 

1.944,95%CI 1.008-3.749)，ECOG≧2 分(P=0.000,HR 2.982,95%CI 1.770-5.025), LDH 升高

(P=0.038,HR 1.779,95%CI 1.032-3.066) 以及 Ann Arbor IIE 期(P=0.000,HR 2.558,95%CI 1.563-

4.186)。 

结论  原发肿瘤侵犯范围是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的重要预后因素。 

 
 
PM-004 

含疗前血红蛋白的预后模型预测早期结外鼻型 NK/T 细胞 

淋巴瘤预后 
 

曹建忠 李雪 原强 梁玉 刘宝 郭汝元 李红卫 兰胜民 

山西省肿瘤医院(研究所)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山西省放射治疗中心 030013 

 

目的  IE/IIE 期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预后存在异质性。本研究主要针对早期结外鼻型 NK/T 细

胞淋巴瘤建立新的预后模型。 

方法  174 例 IE/IIE 期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COX 回归模型确定独立预后

因素。 

结果  全组患者 3、5 年生存率分别为为 59.5%，49.0%。治疗前血红蛋白水平<120 g/L 者总生存

率显著低于血红蛋白≧120 g/L 者（P = 0.006）。Cox 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年龄?60 岁（P = 

0.035；HR，2.049；95% CI，1.051-3.991），ECOG 评分≧2 分（P = 0；HR，3.953；95% 

CI，2.330-6.706），乳酸脱氢酶水平升高（P = 0.040；HR，1.775；95% CI，1.028-3.067）、

Ann Arbor IIE 期（P = 0.000；HR，2.480；95% CI，1.525-4.032）和疗前血红蛋白水平<120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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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03；HR，2.500；95% CI，1.380-4.528）为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基于这五个参数，我

们确定三个不同的危险组：1 组（54 例，32.2%），无不良因素；2 组（103 例，59.2%），一个

或两个因素；3 组（15 例，8.6%），三个或更多的因素。5 年生存率分别为 72.9%，39.7%、0%

（P = 0.000）。 

结论  本研究证实早期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疗前血红蛋白水平具有重要的预后价值。基于疗

前血红蛋白的预后模型可进一步优化 IE/IIE 期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 

 
 
PM-005 

以非蒽环类药物为主治疗的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预后模型

的再证实 

 
曹建忠 李雪 原强 梁玉 刘宝 郭汝元 李红卫 兰胜民 

山西省肿瘤医院(研究所)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山西省放射治疗中心 030013 

 

背景 目前放疗联合以非蒽环类药物为主的化疗方案治疗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取得较好的疗

效。基于此，2016 年 Kim 等（Lancet Oncol. 2016 Mar;17(3):389-400）为接受非蒽环类药物为主

治疗的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建立了新的预后模型。但目前在其它数据库中尚无证实。 

方法  收集 2000.09-2015.12 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 198 例，其中

117 例接受非蒽环类药物为主化疗联合/不联合放疗的患者纳入回顾性分析。 

结果  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60 岁 (P=0.005，HR 3.053，95%CI 1.399-6.661)，Ann Arbor III-IV

期(P=0.01,HR 2.627,95%CI 1.203-5.738)，远地淋巴结转移(P=0.019，HR 2.264，95%CI 1.143-

4.485)是预后的独立不利因素。非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总生存率低于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

患者，但 P 值未达显著统计学差异。基于年龄、分期、远地淋巴结转移及非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

建立预后指数模型，分为低危组：无不良因素；中危组：1 个不良因素；高危组：2 个或更多的不

良因素,三组 3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71.3% , 60.9% 和 18.3%(X2=19.04,P=0.002)。 

结论  我们的研究认为以非蒽环类药物为主治疗的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预后模型可靠，应在

临床上进行广泛的推广。 

 
 
PM-006 

早期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化疗后完全缓解患者的预后及放

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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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天津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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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早期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NKTCL）化疗后完全缓解（CR）患者的预后及巩固放

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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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0-2013 年全国 10 家肿瘤中心收治的 217 例早期 NKTCL 患者，所有病例均

以化疗为初始治疗并达 CR。其中 160 例继续接受放疗（综合治疗组）、57 例仅接受单纯化疗（单

纯化疗组）。研究终点包括总生存（OS）、无进展生存（PFS）、局部区域失败（LRF）及系统

失败（SF）。采用倾向配比分析（PSM）平衡组间差异。OS 和 PFS 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及

Cox 风险比例回归；LRF 和 SF 分析采用竞争风险法。 

结果  单纯化疗组的 5 年 PFS 和 5 年 OS 分别为 37.9%和 58.8%；巩固放疗显著提高了 PFS （5

年 PFS：70.0%，P < 0.001） 和 OS（5 年 OS：79.1%，P = 0.011）。PSM 后，综合治疗组的

预后优势仍然存在。亚组分析结果显示，放疗在不同化疗方案及化疗周期亚组均有预后获益，其中

对于行左旋门冬酰胺酶方案化疗的患者（n = 47）及≥4 周期化疗的患者（n = 170），放疗能显著

改善 PFS 及 OS。失败模式分析结果示，单纯化疗组疾病失败率高达 57.9%（33/57），其中以局

部区域失败为主（25/57，43.9%）。相比单纯化疗组，巩固放疗显著减少了 LRF（5 年累积 

LRF：45.1% 比 14.4%，P < 0.001）及 SF（5 年累积 SF：33.0% 比 20.1%，P = 0.046）。配比

前后群体的多因素结果均显示，放疗是 OS、PFS、LRF 及 SF 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早期 NKTCL 单纯化疗后 CR 患者疾病失败率高，预后差。放疗可显著改善疾病控制及远期

生存，是早期 NKTCL 一线治疗不可或缺的治疗手段。 

 
 
PM-007 

以培门冬酶为基础的化疗联合 IMRT 同期放化疗在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中的临床研究 

 
黄韵红 黄韵红 胡云飞 吴涛 刘秋琳 

贵州省肿瘤医院 10114251 

 

目的  对ⅠE-ⅡE 期结外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采用以培门冬酶为基础的化疗联合调强放射治

疗的同期放化疗，分析其疗效及不良反应。 

方法  收集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淋巴瘤科 2010 年 5 月至 2015 年 6 月ⅠE-ⅡE 期结外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共 52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两周期 PVD 方案（培门冬酶、长春新碱、地塞米

松）化疗联合调强放射治疗（GTVp12.6Gy～59.4Gy）的同期放化疗，并予 2-4 周期辅助化疗，观

察其疗效及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  52 例患者 CR 率 84.6%、PR 率 13.5%。治疗期间及治疗结束后 1 年内因 PD 导致死亡各 1

例，治疗结束后 1 周内因肺部感染死亡 1 例，2 例患者带瘤生存，ORR 及 CBR 均为 98.1%，1

年、2 年及 3 年的 OS 率及 PFS 率均为 93.6%，1 年、2 年的 DFS 均为 90.3%，相关性分析显示

放疗剂量与疗效相关（P<0.05）。不良反应中Ⅲ级白细胞下降占 11.5%，Ⅲ～Ⅳ级血脂异常患者

占 9.6%。Ⅲ级白蛋白下降占 3.8%，所有患者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放射性口腔黏膜炎及放射性皮

炎。 

结论  对于ⅠE-ⅡE 结外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采用 PVD 方案联合 IMRT 的同期放化疗近、远

期疗效较好，不良反应可耐受，值得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推广应用。 

结外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培门冬酶；同期放化疗；疗效；不良反应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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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008 

LOP 方案联合 IMRT 治疗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的临床观察 

 
胡云飞 黄韵红 吴涛 张盈 刘小梅 宋扬 甘家应 

贵州省肿瘤医院 550004 

 

目的  观察 LOP 方案联合 IMRT 治疗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分析 2010 年 3 月至 2015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初治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 65 例，采用 LOP 方

案化疗，同时结合适形调强放疗（IMRT）。评价疗效和不良反应。 

结果  65 例患者的完全缓解（CR）39 例，部分缓解例(PR)18，疾病稳定(SD)1 例，疾病进展

（PD）6 例，客观有效率（ORR）为 87.7%，疾病控制率（DCR）为 89.2%;65 例患者临床特征

中有 B 症状者可降低疾病控制率，年龄大于 60 者可降低客观有效率;1 年总生存（OS）率 92%，2

年 OS 率 81%，3 年 OS 率 79%。5 年不良反应主要为骨髓抑制、消化道反应、肝损害、低蛋白血

症、皮肤反应、口腔黏膜反应，无一例发生重症胰腺炎及严重过敏反应，无毒性相关死亡。 

 
 
PM-009 

Treatment Outcome for Patients with Stage II Extranodal 

Nasal-type NK/T-Cell Lymphoma: A Multicent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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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he prognosis and optimal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patients with stage II extanodal 
nasal-type NK/T-cell lymphoma (NKTCL) are not well defin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prognostic factors and treatment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stage II NKTCL. 
Methods  A total of 345 patients with stage II NKTCL from 10 Chinese institutions were reviewed. 
Fifty-two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radiotherapy (RT) alone, 63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 (CT) 
alone, and 230 patients with a combination of CT and RT (CMT). Patients were subclassified 
as low-, intermediate-, and high-risk groups according to prognostic nomogram score, as 
described in our previous study (Leukemia, 2015). A 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study was 
performed using multivariable and propensity score-matched (PSM) analyses. 
Results  The 5-year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for all patients 
were 52.0% and 44.8%, respectively. On univariate analysis, only ECOG score ≥ 2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 OS and PFS, whereas on multivariate analyses, ECOG score ≥ 2 and 
presence of primary tumor invasion (PTI) we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Patients at low-
risk (48), intermediate-risk (49-100), and highrisk (>100) groups, as defined by nomogram score, 
ha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OS (P = 0.002) and PFS (P = 0.01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5-year OS (45.2% versus 26.2%, P = 0.211) or PFS (40.0% versus 15.0%, P = 
0.062) between RT alone and CT alone groups. However, compared with single modality therapy, 
CM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urvivals. The 5-year OS and PFS rates were 59.4% and 53.6% for 
CMT, compared with 35.1% (P < 0.001) and 25.8% (P < 0.001) for single modality therapy.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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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ment with PSM, similar significant survival differences were still observed between CMT 
and single modality therapy. One hundred and eighty-four patients experienced disease 
progression or relapse. The 5-year cumulative incidences of locoregional and systemic failure 
were 22.4% and 47.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stage II NKTCL had an unfavorable prognosis. CMT were proved to 
be more effective in terms of OS and PFS than CT or RT alone. Further study needs to focus on 
innovative systematic therapy and optimizing sequence of RT and CT. 
 
 
PM-010 

调强放射治疗与三维适形放射治疗在早期结外 NK/T 细胞淋巴瘤

中的疗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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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目的  探讨调强放射治疗(IMRT)对比三维适形放射治疗(3DCRT)在 IE~IIE 期结外 NK/T 细胞淋巴瘤

（ENKTCL）中的疗效优势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3 年 1 月至 2013 年 7 月收治的 173 例 ENKTCL 初治患者，其中 I 期

109 例，II 期 64 例，均原发于上呼吸消化道。全部病例接受 1~6 程（中位 3 程）诱导化疗+根治性

放疗，其中 98 例采用 3DCRT, 75 例采用 IMRT，中位剂量均为 5600cGy/28Fr。除诱导化疗方案

外，两组间基本临床特征无显著差异。为平衡两组间的数据，本研究引入 1:1 倾向得分匹配

（PSM），纳入的匹配因素包括年龄、分期、原发部位、乳酸脱氢酶水平、有无局部广泛侵犯、诱

导化疗方案、化疗疗效，最终取得 72 组数据。 

结果 两组患者诱导化疗后的完全缓解（CR）率相近（42.7%对比 33.7%，P=0.226），而且放疗

后两组间的 CR 率仍无显著差异（69.3%对比 58.2%，P=0.132）。全组随访时间 2-135 个月(中位

41 月)，其中存活患者中位随访 41 个月。全组 3 年局部无复发生存（LRFS）、无进展生存

（PFS）、总生存（OS）分别为 75.3%，69.0%, 81.3%。亚组分析发现 IMRT 组 3 年 LRFS

（87.7%对比 59.8%，P<0.001）、PFS(80.7%对比 54.6%, P<0.001)和 OS（90.2%对比 70.2%，

P<0.001）均优于 3D-CRT 组。在 1:1 匹配后，IMRT 组 3 年 LRFS（85.3%对比 62.4%，

P=0.014）依然明显高于 3D-CRT 组，表现出较好的局部控制，然而该优势却未能转化为总生存的

获益，两组间 3 年 PFS(75.0% 对比 59.3%, P=0.216)和 OS（88.2%对比 76.5%，P=0.127）未见

显著性差异。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显示，IMRT 为 LRFS 的独立有利预后因素（HR=0.451，

95%CI =0.205-0.991，P=0.048)。虽然两组放疗后黏膜炎等近期毒性反应相近，但 IMRT 明显缓

解放疗后远期的口干反应，放疗后 1 年口干发生率仅为 38.5%，远低于 3DCRT 组（66.7%, P = 

0.046）。 

结论 与 3D-CRT 相比，IMRT 明显减轻 ENKTCL 患者放疗后的口干反应，并明显改善局部控制，

但对患者总生存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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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011 

深吸气屏气技术（DIBH）对纵隔淋巴瘤累及部位放疗（ISRT）照

射体积与危及器官剂量影响 

 
亓姝楠 刘志强 李晔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2 

 

目的  纵隔淋巴瘤常见于年轻人、大肿块，放疗时与心脏和肺关系密切，受呼吸运动影响大。本研

究旨在探讨深吸气屏气（DIBH）技术对纵隔淋巴瘤放疗计划影响。 

方法 本研究前瞻性采集 5 例连续收治的纵隔淋巴瘤病例，采用受累部位照射（ISRT）和蝴蝶野设

野原则，DIBH 对比和自由呼吸（FB）时，靶区绝对体积变化、重要危机器官绝对剂量体积和相对

剂量-体积差别。 

结果  5 例均为年轻患者，中位发病年龄 30 岁（范围，23-45 岁），2 例女性。比较 FB 和 DIBH 靶

区显示， GTV 与 CTV 在 DIBH 时较 FB 有轻度缩减（Δ<30ml），而 PTV 有较大缩减

（Δ=322ml），危及器官肺体积在 DIBH 时显著增大（Δ=1456ml），但心脏的体积和心脏长度变

化不大，心脏的宽度轻度缩小。比较绝对照射剂量-体积，肺和心脏在两个呼吸时相差别不大。但

相对剂量-体积比较显示，DIBH 时肺脏和心脏的相对百分比分数在所有剂量水平（V5 至 V35）均

显著小于 FB。 

结论  纵隔淋巴瘤放疗，DIBH 技术能显著降低 PTV 体积，增加肺体积，而且显著降低 V5 至 V35

水平肺脏和心脏的相对剂量-体积参数。 

 
 
PM-012 

Time-dependent Evolution of Survival and Failure Risk in 

Early-stage Extranodal Nasal-type NK/T-cell Lymphoma 

Treated with Curative Radiotherapy 
 

Liu Xin
1
,Xu Li-Ming

2
,Yuan Zhi-Yong

2
,Wu Jun-Xin

3
,Wu Tao

4
,Lu Bing 

4
,Zhu Su-Yu 

5
,Qian Li-Ting 

6
,Zhang Fu-Quan 

7
,Hou Xiao-Rong 

7
,Zhang Yu-Jing

8
,Zhu Yuan 

9
,Cao Jian-Zhong 

10
,Li Ye-Xiong

1
 

1.Cancer Hospital and Institute， National Cancer Center，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 and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CAMS); 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ancer Medicine， Beijing， P. R. China 

2.Cancer Hospital，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P. R. China 

3.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Fuzhou， Fujian， P. R. China 

4.Guizhou Cancer Hospital， Guiyang， Guizhou， P. R. China 

5.Hunan Cancer Hospital and the 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 of Xiangya School of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P. R. China 

6.The Affiliated Provincial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P. R. China 

7.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CAM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 Beijing， P. R. China 

8.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ancer Medicine， Guangzhou， 

Guangdong， P. R. China 

9.Zhejiang Cancer Hospital， Hangzhou， Zhejiang， P. R. China 

10.Shanxi Cancer Hospital and the 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P. R. China 
 

Purpose  The evolution of survival probability and failure risk over time ha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for early-stage NKTCL treated with curative radiotherapy.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assessed 1179 early-stage NKTCL patients receiving curative 
radiotherapy from ten institutions for 5-year conditional overall survival (CO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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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al failure-free survival (CFFS), which were respectively defined as the probability of 
surviving or failure-free surviving for an additional 5 years at a certain year, and their annual 
hazards of death and of failure. The risk stratification was based on nomogram-score. 
Results   For all patients, 5-year COS and CFFS increased greatly from 67.6% and 59.2% 
at treatment to 86.1% and 86.7% at year 3, and increased mildly afterward. The annual hazards 
of death and failure decreased from 15.2% and 25.1% at treatment to <5% after approximately 
3.5 years. According to the risk stratification, each subgroup represented distinct 5-year OS 
and FFS at diagnosis (P <0.05 for all comparison), but their 5-year COS and CFFS increased 
consistently and tended to converge at a favorable level from high-to low- risk categories after 
year 3. Although higher-risk patients experienced initially greater hazards of death and failure 
versus lower-risk patients, hazards diminished over time in higher-risk patients but remained 
stable in lower-risk patients, resulting similar low hazards in separate subgroups 
after approximately 3.5 years.  
Conclusions  Dynamic estimates provided more relevant and optimistic prognostic information 
than conventional survival estimates for early-stage NKTCL patients receiving radiotherapy, 
especially for higher-risk patients. These data help understanding disease process, counselling 
patients and formulating risk-adjusted surveillance. 
 
 
PM-013 

基于培门冬酶方案诱导化疗的 I-II 期结外 NK/T 细胞淋巴瘤放射

治疗的疗效和预后分析 

 
李贻阳

1
 冯玲玲

2
 王俏镟

2
 王汉渝

2
 王希成

1
 张玉晶

2
 

1.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目的  相较于传统的蒽环类化疗方案，含培门冬酶的化疗方案在早期结外鼻型 NK/T 细胞淋巴瘤

（ENKTL)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疗效。在此新的背景下，放射治疗是否仍然必需值得我们思考。本

研究拟对比 I~II 期 ENKTL 在接受含培门冬酶方案的诱导化疗后加或不加放疗后的疗效及生存情

况，以明确放疗在该新的治疗模式中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7 年 6 月至 2013 年 4 月收治的 143 例 ENKTL 初治患者，均原发上呼吸

消化道，其中 I 期 33 例，II 期 25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过含培门冬酶方案的诱导化疗，121 例接受

放疗，中位剂量 5460cGy（4600cGy~6400cGy），另 22 例因化疗后远处转移或个人原因未行放

疗。 

结果 全组诱导化疗后完全缓解（CR）率为 58.7%（84/143），放疗后增高至 73.4%

（105/143）。全组随访时间 4-76 个月，其中存活患者中位随访 24 个月。全组 2 年无进展生存率

（PFS）、总生存率（OS）为 78%和 84.6%。两组间的 2 年 OS 和 PFS 有显著差异，放疗组的 2

年 OS 和 PFS（88.8%和 86.8%）均高于未放疗组（60.5%和 37.4%，P 值均<0.001）。即便对于

诱导化疗后达到 CR 的患者，接受放疗者（71 例）的 2 年 PFS（86.1%对比 60%，P=0.044）及

OS（90.8%对比 60%，P=0.006）依然显著高于未放疗组（13 例）。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发现，

放疗是影响 OS（HR=0.098，95%CI=0.031-0.314，P=0.001）及 PFS（HR=0.156，

95%CI=0.062-0.396，P=0.001）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虽然培门冬酶方案化疗在早期结外 NK/T 细胞淋巴瘤中取得良好疗效，但放射治疗仍然是不可

或缺的重要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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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014 

早期结外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调强放射治疗结果分析 

 
吴涛 

贵州省肿瘤医院 550001 

 

目的  研究扩大受累野调强放射治疗在早期 NK/T 细胞淋巴瘤治疗中的作用，以及加入化疗能否显

著改善早期 NK/T 细胞淋巴瘤的远期生存率。 

方法  回顾性分析从 1995 年至 2014 年 119 例患者，根据 WHO 淋巴瘤分类标准具有典型的形态学

和免疫表型(WHO 分类) 诊断 NK/T 细胞淋巴瘤的 I 和 II 期患者。接受扩大受累野的调强放射治疗，

化疗方案为 CHOP 类方案或者门冬酰胺酶类方案，化疗方式有诱导化疗，同步化疗和序贯化疗。 

结果  五年的总生存率为 72%，五年无进展生存率为 65%，63 例患者治疗失败。五年局部失败

率、远处失败和总失败率分别为 12.0%、25.5%和 32.9%。分期和超腔是远处失败的预后因素。I

期和 II 期的 5 年累计远处失败率分别为 22.6%和 42.7%（P<0.001）。扩大受累野的调强放射治疗

加入化疗并没有显著改善局部控制率和总生存率。 

结论  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扩大受累野的调强放射治疗能有很好的局控率和总生存率。II 期和

超腔的患者有较高的远处失败率，而加入有效的化疗期待能提高这部分高危组病人的远期生存率。 

 
 
PM-015 

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生存相关预后因素分析 

 
陈震章 卞秀华 张倩 樊炎鑫 李枫 何侠 

江苏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210009 

 

目的 分析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与生存相关的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03 年 11 月至 2012 年 05 月经病理形态及免疫组化诊断为鼻腔 NK/T 细胞

淋巴瘤患者 96 例，根据 Ann Arbor 分期，IE 期 71 例，ⅡE 期 25 例。单纯放疗 39 例，放化综合

治疗 57 例。放疗采用扩大野照射，放疗剂量 40Gy～60Gy/20～30f。单因素和 COX 回归风险模型

多因素分析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与生存相关的年龄、一般状况评分、B 组症状、超腔、LDH

及临床分期等预后因素。 

结果 全组 5 年局部区域控制率为 90.6%，远处浸润率为 30.6%，总生存率(OS)及 PFS 分别为

72.3%和 63.1%。单因素分析示分期及超腔与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 OS 相关。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示分期是 OS 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治疗失败以远处浸润为主，分期可作为判断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

巴瘤生存重要的预后因素。 

 
 
PM-016 

老年患者早期原发上呼吸消化道 NK/T 细胞淋巴瘤预后分析 

 
陈波 李晔雄 王维虎 金晶 王淑莲 宋永文 房辉 刘伟欣 亓姝楠 唐玉 邓秀文 任骅 刘新帆 余子豪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放疗科 100021 

 

目的  探讨大于 60 岁患者的 IE-IIE 期原发上呼吸消化道 NK/T 细胞淋巴瘤（UADT-NKTCL）的生

存及预后因素。 

方法  1989 年 5 月至 2014 年 12 月，共收治 57 例大于 60 岁 IE-IIE 期 UADT-NKTCL 患者。全组

病例 36 例接受单纯放疗，17 例接受化放疗综合治疗，3 例单纯化疗，1 例抗炎治疗。采用 Ka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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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er 法和 Cox 回归模型进行生存率和预后因素分析，分析的预后因素包括原发部位、B 症状、

LDH、ECOG 评分、PTI（原发灶临近器官受累）、Ann Arbor 分期及治疗模式。 

结果  中位随访 37 个月（2~171 个月）。随诊期间共 25 例患者死亡，其中 18 例死于肿瘤，3 例死

于其它疾病，2 例死于治疗并发症（1 例接受单纯化疗，1 例接受放疗+化疗）。全组患者 3 年的总

生存率（Over Survival, OS）、疾病特异生存率（Disease Specific Survival, DSS）、无疾病进展

生存率（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分别为 66.5%、70.5%、63.6%。单因素生存分析显

示，IE 期患者的 DSS 显著高于 IIE 期，3 年 DSS 分别为 80.5%和 55.0%（p=0.022）；原发鼻腔

患者的 DSS 显著高于原发鼻腔外上呼吸消化道，3 年 DSS 分别为 82.3%和 56.3%（p=0.042）。

多因素预后分析显示，仅 IIE 期是 DSS 的独立高危因素，危险度（HR）为 2.945（1.115~7.778，

p=0.029）。化放疗综合治疗和单纯放疗相比较未提高患者的 DSS 和 OS，两者的 3 年 DSS 分别

为 72.2%和 76.1%，3 年 OS 分别为 69.3%和 70.5%。按 Ann Arbor 亚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化放

疗综合治疗和单纯放疗相比较对既未提高 IE 期患者的 DSS 和 OS（p 值分别为 0.890 和 0.459），

也未显著提高 IIE 期患者的 DSS 和 OS（p 值分别为 0.153 和 0.229）。 

结论  大于 60 岁早期 UADT-NKTCL 患者经以放疗为主要的治疗后预后较好，但 IIE 期患者的预后

不良。放疗中加入化疗并未使大于 60 岁 UADT-NKTCL 患者的生存受益，且加入化疗有增加治疗

相关死亡风险的可能，对大于 60 岁早期 UADT-NKTCL 患者，尤其原发鼻腔的早期 NKTCL，化疗

的选择需谨慎。 

 
 
PM-017 

放疗对多发性骨髓瘤骨痛疗效分析 

 
刘凌 高献书 张敏 马茗微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通过总结分析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方法来提高其诊治

水平，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方法  对本院 2009 年至 2015 年收治的 11 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1. 11 例 mm 患者年龄 48～68 岁,平均年龄 60 岁,男女比 8∶3.4; 发病部位:2 例位于脊柱，2

例位于头部，2 例位于锁骨，5 例位于骶骨。放疗剂量：DT44-60Gy。通过随访治疗 1～6 年,采用

放疗治疗的 11 例患者骨痛症状全部达到完全缓解。 2. 10 例患者目前处于持续缓解状态(CCS),平

均 CCS 时间为 28 个月。 

结论  多发性骨髓瘤是来源于 B 细胞的恶性肿瘤,对放射线有较高的敏感性，化疗和放疗是其治疗的

主要手段,放疗是缓解骨痛的有效手段。 

 
 
PM-018 

原发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侵犯鼻咽与原发鼻咽 NK/T 细胞淋巴瘤

临床特征及预后对比分析 

 
刘伟欣 金晶 王维虎 王淑莲 房辉 刘跃平 宋永文 李晔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探讨原发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侵犯鼻咽(N-NP NKTL)与原发鼻咽 NK/T 细胞淋巴瘤(NP 

NKTL)的临床特征、治疗疗效及预后差异。 

方法  对 200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我院接受治疗的 113 例 N-NP NKTL 和 89 例 NP NKTL 患者的

临床特征、初始治疗反应、不同治疗模式疗效及预后进行对比分析。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组间特征比

较，Kaplan-Meier 进行生存分析，Log-rank 进行单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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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临床特征上，原发鼻咽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 LDH 升高比例显著低于原发鼻腔 NK/T 细胞淋

巴瘤侵犯鼻咽（28.1% vs 41.6%，P = 0.001），余临床特征均无差异。近期疗效上，两组总体有

效率（CR+PR）为 84.2%；N-NP NKTL 患者初始放疗的 CR 率显著高于初始化疗者（62.7% 

v 19.6%，P < 0.001），而在 NP NKTL 患者中，初始放疗 CR 率高于化疗者，但 P 值无差异

（63.4% v 43.8%，P = 0.219）。两组中治疗后 CR 患者，其 5 年 OS 和 PFS 显著优于非 CR 患

者（N-NP NKTL 组 OS：68.2% v 19.4%，PFS：57.4% v 20.8%，P < 0.001；NP NKTL 组 OS：

69.8% v 30%，PFS：57.3% v 13.2%，P < 0.001）。中位随访时间 72 个月，N-NP NKTL 与

NP NKTL 患者 5 年 OS 和 PFS 分别为 45.6%和 54.6%,50.7% 和 63.2%（OS P = 0.013; PFS P = 

0.310）。对于 I-II 期患者，化疗加入放疗（综合治疗组）较单纯放疗不能提高 N-NP NKTL 患者生

存（OS：59.7% v 52.2%，P = 0.453；PFS：48.2% v 51.1%，P = 0.177），但可以显著提高 NP 

NKTL 患者总生存（OS：75.1% v 53.4%，P = 0.022；PFS：59.0% v 53.4%，P = 0.212）。两

者失败模式均以远处结外器官为主，其次为区域或远处淋巴结失败。 

结论  尽管 N-NP NKTL 与 NP NKTL 具有相似临床特征及失败模式，但两者对放化疗反应及不同治

疗模式疗效有显著差异。 

 
 
PM-019 

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旋转容积调强与固定野调强放疗计划

的剂量学比较 

 
汪华 康龚礼 钟晓鸣 袁星星 钟睿 

江西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330029 

 

比较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应用旋转容积调强(VMAT)和固定野调强放疗(FF-IMRT)计划的

剂量学差异。 

方法  选择 10 例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调强放疗的患者，CT 模拟定位后勾画靶区及危及器

官，对同一 CT 图像设计 VMRT 计划和 FF-IMRT 计划，评估计划靶体积(PTV)及危及器官的剂量学

参数，比较治疗计划执行时间。两者计划参数统计采用配对 t 检验。 

结果  与 IMRT 计划相比，VMRT 计划靶体积的适形指数略优于 IMRT, 不均匀指数及 95%靶区覆盖

度相似。晶体 Dmax 降低 0.8Gy, 眼球 Dmax 降低 3.5Gy, 视神经，腮腺及脊髓的剂量均有不同程度

下降，但无统计学意义。治疗跳数减少 60%，治疗时间节省 67%。 

结论  早期鼻腔 NK/T 细胞淋巴瘤采用 VMRT 技术可获得至少不劣于 IMRT 计划的剂量分布，但机

器跳数及治疗时间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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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001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大分割模式放疗的近期临床观察 

 
张慧娟 马林 曲宝林 冯林春 杨昊 俞伟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观察乳腺癌根治术后，大分割模式放疗的急性及晚期毒副反应，并观察患者生存情况。   

方法  此为前瞻性 I-II 期临床研究，自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5 月共计入组患者 85 例，

36.5Gy/10F（3.65Gy/F）。所有患者均采用调强放疗（IMRT）计划设计，并每日行锥形束 CT

（CBCT）图像引导纠正误差。根据美国放射治疗肿瘤学组（RTOG）分级标准，评估急性及晚期

毒副反应, 观察近期疗效。   

结果  0、1、2、3、4 级白细胞降低发生率分别为 60.0%、28.2%、4.7%、7.1%和 0%，0、1、2

级急性皮肤反应率分别为 57.6%、42.4%和 0%，急性 0、1、2 级咽-食管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82.3%、16.5%和 1.2%，随访期间，未观察到如皮肤纤维化、心脏损伤、肋骨骨折等晚期并发

症。 36.5Gy 组中位随访时间仅为 12（5~24）月，1 年 LRFS 为 100%，1、2 年 DFS 分别为

96.8%和 93.7%，1、2 年 DMFS 分别为 96.8%和 93.7%。随访期内未出现局部（照射野范围内）

复发或死亡，两组 2、3 年无局部复发生存率（LRFS）及总生存率（OS）均分别为 100%。   

结论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 36.5Gy/10F 的大分割放疗模式急性不良反应发生率低，近期疗效较

好，晚期不良反应及疗效尚待观察。   

 
 
PN-002 

乳腺癌根治术后调强放疗：回顾性分析五年的放疗疗效和不良反

应 

 
王琼 杰吾云 周洁 吴红革 程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乳腺癌根治术后使用 IMRT 的临床疗效，观察放疗后急性和晚期不良反应，并分析不良

反应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性分析 2010-2014 年在我科接受乳腺癌根治术后调强放疗的 200 例患者的临床资

料，对放疗后急性、晚期不良反应的发生以及复发转移情况等进行随访，计算放疗不良反应的发生

率，用卡方检验分析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不良反应发生的危险因素，并计算随访时间满 1 年和 2 年

患者的 LRR、DM、PFS。 

结果 全组患者中 3 级皮肤急性不良反应、2 级急性放射性肺炎和食管炎发生率为 1.5%、 1%、

1.5%，7 例患者放疗后出现上肢水肿。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高血压和内乳区照射是发生急性放射性

肺炎的独立危险因素（OR=4.3，P=0.024；OR=1.8，P=0.042），Her-2 阳性是发生上肢水肿的独

立危险因素（OR=2.4，P=0.032；OR=1.8，P=0.042）。随访时间满 1 年和 2 年的样本量分别为

160 例和 98 例，1 年 LRR、DM 和 DFS 分别为 1.25%、4.38%和 94.38%。2 年 LRR、DM 和

DFS 分别为 2.04%、7.14%和 91.80%。 

结论 乳腺癌根治术后 IMRT 能改善靶区的覆盖减少危机器官的照射，从而减少放疗不良的发生

率，高血压、内乳区照射是急性放射性肺炎可能危险因素，尽可能减少正常组织受照可以降低发病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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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003 

乳腺癌术后患者生活质量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 

 
刘晓倩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评估乳腺癌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并研究其相关的影响因素。 

方法  以 166 例乳腺癌术后患者（年龄 25~74 岁，中位年龄 51 岁）为研究对象，通过电话预约、

门诊随访的方式对患者进行信息采集，采用周径测量法诊断 BCRL，根据 LENCENT SOMA 上肢

淋巴水肿诊断标准进行 BCRL 严重程度分级，采用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测定量表 FACT-B（v4.0）

评估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收集患者的一般情况、肿瘤情况、治疗情况等临床资料，最后对所得数

据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差异比较及相关性分析进行单因素分析，以多元线

性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筛选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入组乳腺癌术后患者 BCRL 发病率为 22.7%，其中大部分为轻度患者，生活质量总评分中位

数为 114（39~140），总分及格率高于 50％。最后单因素分析中，有 10 个自变量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17 个自变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将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自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有 4 个

因素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BCRL(p=0.040)、术式（p=0.022）、放疗（p=0.035）、教育程度

（p=0.045）。患者 BCRL 的发生、术式、放疗对生活质量总评分有显著负向影响，教育程度对生

活质量得分有显著正向影响。 

结论 乳腺癌术后患者上肢淋巴水肿的发生、手术方式、放疗及教育程度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显

著的影响。上肢淋巴水肿的发生严重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行乳腺癌根治术及术后放疗的患者生活

质量较差，教育程度较高的患者具有较好的生活质量。 

 
 
PN-004 

乳腺癌术后肩关节功能障碍的临床分析 

 
胡艳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2 

 

目的  观察乳腺癌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障碍的发病情况，并探讨其发生相关的影响因素。  

方法 对 166 例 2010-2011 年在我院普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初治单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

顾性分析，并建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数据库。参照目前国内临床上最常应用的 Constant 肩关

节评分系统，采用调整的 Constant 肩关节评分量表对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的症状和体征进行综合

评估，包括疼痛、日常生活活动和主动活动范围，满分为 75 分。乳腺癌患者肩关节功能评分量表

的得分用（x±s）表示，肩关节功能分级标准：完全正常为 70-75 分，非常好为 65-69 分，良好为

55-64 分，一般为 45-54 分，低于 45 分则为功能极差。本研究中计量资料用（x±s）表示。如果计

量资料满足方差齐性，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否则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进行计量

资料的比较。两组连续变量间的相互关系用相关性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整组患者均为女性，乳腺癌中位发病年龄为 51（25-74）岁，随访与手术中位时间间隔为 57

（41-73）月。入组患者的调整的 CMS 评分平均为（68.71±7.491）分。根据肩关节功能评分结

果，乳腺癌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完全正常的病例数有 95 例，占 57.2%；肩关节功能非常好的有 37

例，占 22.3%；肩关节功能良好的有 26 例，占 15.7%；肩关节功能一般的有 6 例，占 3.6%；仅 2

例（1.2%）患者出现肩关节功能极差。多因素分析发现，乳腺癌患者的发病年龄越大，其肩关节

功能量表得分越低（p=0.041）；同样，接受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和术后辅助放疗的患者，其肩关节

功能量表的得分低（p＜0.05）；而患者的受教育程度对肩关节功能量表的得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p=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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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乳腺癌患者术后肩关节功能障碍的发病率仍然较高，但以轻度功能障碍为主。患者的发病年

龄大、受教育程度低、接受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及辅助性放疗是肩关节功能障碍发生的独立危险因

素。 

 
 
PN-005 

腋窝 1-3 枚淋巴结阳性的乳腺癌根治术后放疗的临床研究 

 
许德权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目的  探究单纯胸壁放疗和胸壁联合同侧锁骨上、下淋巴结引流区放射疗法对腋窝 1-3 枚淋巴结阳

性乳腺癌患者根治术后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我院 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9 月期间腋窝 1-3 枚淋巴结阳性乳腺癌根治术后的患者进行观

察随访，筛选出 136 例患者分为两组，其中实验组 65 例患者的放疗靶区为胸壁联合同侧锁骨上、

下淋巴结引流区，对照组 71 例患者放疗靶区仅为胸壁部位。 

结果  实验组患者放疗后 5 年内发生锁骨上下淋巴结转移的概率为 16.92%，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

的转移率 32.39%，P＜0.05，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对腋窝 1-3 枚淋巴结阳性乳腺癌根治术后的患者进行放射治疗时，放疗靶区应选为胸壁联

合同侧锁骨上、下淋巴结引流区，可降低锁骨上下区淋巴结转移风险，延长无病生存期。 

 
 
PN-006 

Ki-67 表达程度对乳腺癌术后放疗价值的影响 

 
尚宇光 张钧 李振生 孔洁 张安度 张舰 孔德友 朱龙玉 韩慧娜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分析 Ki-67 表达程度对乳腺癌术后放疗价值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09 年 12 月之间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首次行乳腺癌手术的

符合入组条件的 779 例患者，根据术后免疫组化结果，将患者分为 Ki-67 低表达组（Ki-67<15%）

及 Ki-67 高表达组(Ki-67≥15%)，随访所有病人，以术后放疗与否及乳腺癌肿瘤组织免疫组化 Ki-67

表达程度为主变量，以年龄、月经状态，肿瘤大小、分级、类型，脉管瘤栓状态，阳性淋巴结数

目、内分泌治疗、化疗情况为协变量。使用 Kaplan–Meier (KM)法及 Log- Rank 检验估计和绘制生

存曲线，采用单、多因素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变量单独和联合时对 OS 及 DFS 的相关性关

系，并计算风险比(hazard ratio,HR)、95%可信区间（95%CI）及相应 P 值。 

结果  本研究总体人群共 779 例，Ki-67 低表达组（Ki-67<15%）占 41.3%，及 Ki-67 高表达组(Ki-

67≥15%)占 54.4%。放疗与 Ki-67 表达程度二维存活分析中，在 OS 方面，以 Ki-67 低表达放疗组

为参照，多因素分析显示：Ki-67 高表达非放疗组 HR4.585(P=0.003)，Ki-67 高表达放疗组

HR3.104 (P=0.024)， Ki-67 低表达非放疗组 HR2.784 (P=0.05)，提示 Ki-67 低表达且放疗患者预

后相对最好，Ki-67 高表达且未放疗者预后相对最差，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在 DFS 方面，以 Ki-67

低表达放疗组为参照，多因素分析显示，Ki-67 高表达非放疗组 HR3.044(P=0.002)，Ki-67 高表达

放疗组 HR2.672(P=0.006)，提示 Ki-67 高表达放疗或非放疗组治疗失败率较高，且具有统计学意

义。对于 Ki-67 与是否放疗的交叉作用进行分析。多因素分析提示 Ki-67 表达程度对于 OS 与 DFS

在放疗和非放疗组无交叉作用（p>0.05）。 

结论  1. Ki-67 高表达与无术后放疗有低的总体生存和无病生存。2. Ki-67 表达程度在有无术后放疗

二组患者中对总体生存和无病生存关系无交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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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007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乳腺癌患者保乳术后放疗心脏损伤的 

应用价值 

 
汪艾曼

1
 邢丽菲

1
 刘颖

1
 杨瑜

1
 安亮

1
 王武龙

2
 

1.包头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2.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目的  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早期乳腺癌患者保乳术后放疗心脏损伤的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对 22 例早期女性左侧乳腺癌患者保乳术后放疗前和放疗结束时进行心脏

检查，比较放疗前后心脏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主要检测:主动脉窦内径、左房前后径、左室舒张末

内径、室间隔厚度、左室壁厚度、右房横径、右室前后径、左室射血分数、短轴缩短率、主动脉速

度、肺动脉速度、E/A 值、冠脉内径。 

结果 超声检查提示患者放疗前后心脏的左室射血分数、短轴缩短率和 E/A 值变化有统计学差异（p

＜0.05），其余超声指标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操作简便、方法实用，对早期乳腺癌患者保乳术后放疗心脏损伤有较好

的应用价值，值得推广和进一步研究。 

 
 
PN-008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大分割放疗同期瘤床加量的安全性及有

效性研究 

 
罗菊锐 周支瑞 陈星星 杨昭志 马金利 梅欣 张丽 胡群超 郭小毛 俞晓立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放射治疗科 200032 

 

目的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大分割放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多项随机临床试验中已经得到证

实，但对于全乳大分割放疗的瘤床加量目前存在争议。本临床研究拟评估早期乳腺癌保乳手术后全

乳大分割放疗同期瘤床加量的急性毒副反应。 

方法 术后病理分期 T1-2N0M0 的乳腺癌患者前瞻性入组全乳大分割同期瘤床加量研究。患者在本

中心接受保乳手术，术中对瘤床进行金属标记，所有患者接受全乳照射 40Gy/15 次，瘤床同期加

量至 48Gy/15 次，放疗采用 sIMRT 技术，放疗引起的急性毒副反应由医师通过美国国家癌症研究

所（NCI）发布的 CTCAE4.0 进行评估。该研究通过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

入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 

结果 2015 年 4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 151 名 T1-2N0M0 的患者入组该研究，中位年龄 45 岁

（25-70 岁）。其中 T1 和 T2 患者分别为 111 名（73.5%）和 40 名（26.5%）；88 名（58.3%）

患者接受了术后以蒽环、紫杉或铂类为主的术后辅助化疗 ；113 名（74.8%）患者激素受体阳性，

109（72.2%）名患者接受内分泌治疗。对于放疗引起的急性毒副反应，8 名（5.3%）患者无明显

皮肤反应，120 名（79.5%）和 23（15.25%）名患者分别表现为 I 度和 II 度放射性皮炎。大多数

表现为红斑或干性脱皮，9 例患者出现乳头乳晕区的湿性脱皮，21 例患者出现轻度的乳房水肿。治

疗期间未观察到 III 度及以上的放射性皮炎或放射性肺炎发生。所有患者中位治疗时间 20 天（17-

25 天）。 

结论  全乳大分割放疗同期瘤床加量对于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的毒副反应小、耐受性好，其对

于疾病局部控制的有效性仍需长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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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009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俯卧位放疗在小体积乳腺的应用探索 

 
赵毅 李文辉 侯宇 常莉 

云南省肿瘤医院 10164259 

 

目的  本前瞻性实验目的在于初步探索小体积乳腺在俯卧位放疗中是否获益。 

方法  选取 5 例保乳术后患者，每例病人均行仰卧位和俯卧位的定位 CT 扫描，由医师勾画靶区和

物理师进行计划设计，采取计划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患者靶区的均匀性和适形度无差异，但患侧肺和左乳癌患者心脏受照剂量下降。 

结论  俯卧位放疗能保证靶区剂量的同时能有效的减少患侧肺的受照剂量，一定程度的减少心脏的

照射。 

 
 
PN-010 

PMRT 在 1~3 枚腋窝淋巴结转移的 T1~T2 期≥65 岁 

乳腺癌中的作用 

 
曹璐

1
 陈佳艺

1
 许赪

1
 沈坤炜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放射治疗科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乳腺疾病诊治中心 

 

目的  对 1~3 枚腋窝淋巴结转移的 T1~T2 期患者的乳房切除术后放疗（PMRT）价值的争议至今未

休。老年患者作为其中的特殊人群，具有复发风险偏低、合并症比例高、预期寿命相对较短、放射

性损伤耐受性差等特点。能否安全免除这部分特殊患者的 PMRT 成为值得探讨的临床问题。本研

究目的为探讨 T1-2,N+1-3 枚老年患者的 PMRT 获益。 

方法  回顾性筛选 2009-06-01 至 2014-06-01 在我院接受改良根治手术的连续性患者。入组标准：

1. ≥65 岁；2. 未接受新辅助治疗；3. ypT1-2, N+1-3 枚。共入组 73 例患者，其中 23 例接受

PMRT，放疗范围为胸壁+锁骨区照射，其中 7 例同时接受内乳区照射，剂量 50Gy/25 次。比较

PMRT 和无 PMRT 组的 5 年总生存（OS）、局部区域复发（LRR）、远处转移（DDR）和无病生

存（DFS）。 

结果  PMRT 组和无 PMRT 组在合并症比例、T 分期、淋巴结转移数、分子分型等方面无显著差

异。两组 HER2 阳性比例为 17.4%（4 例）和 12%（6 例），分别有 4 例和 2 例接受曲妥珠单抗靶

向治疗。所有激素受体阳性患者均接受了内分泌治疗。PMRT 组的年龄显著低于无 PMRT 组（中

位 69 岁和 75 岁，P=0.005）。PMRT 组接受辅助化疗比例显著高于 PMRT 组（82.6%和 48%，

P=0.006）。中位随访时间 48 个月（25-85 月），共发生 2 例局部区域复发同期远处转移，6 例远

处转移和 5 例死亡事件。5 年 LRR，DDR，DFS，OS 率分别为 3.4%，13.2%，84.5%，92.1%。

PMRT 组和无 PMRT 组的 5 年 LRR，DDR，DFS，OS 率分别为 4.5%，14.1%，85.9%，94.7%

和 2.4%，12.4%，84.2%，92.3%，均无显著统计学差异。在年龄>70 岁的患者中（43 例），

PMRT 组的 OS 显著低于无 PMRT 组，5 年 OS 分别为 80%和 84%（P=0.013）。 

结论  T1-2,N+1-3 枚、≥65 岁患者的总体局部区域复发风险低，PMRT 并未带来明显的 LRR、

DRR 和 OS 获益。临床实践中，这部分高龄中危患者的抗肿瘤治疗（包括 PMRT 和全身治疗）偏

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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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011 

术后放疗对 T1-2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 1-3 个腋窝淋巴结阳性患

者的影响 

 
许庆勇 尹航 张玉 李洋 张思亮 曲媛媛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0040 

 

目的  分析 T1-2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 1-3 个腋窝淋巴结阳性患者能否从术后放疗获益，以及局部复

发的高风险因素。 

方法  对 2006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 T1-2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

的、有 l-3 个腋淋巴结转移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共 1674 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

1525 例患者术后未接受放疗(未放疗组)；149 例患者接受术后放疗(放疗组)，SPSS 21.0 软件进行

统计，应用 Kaplan-Meier 和 Logrank 方法检验并计算比较两组 5 年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局部复发率(local-regional recurrence，LRR)和无病生存率(disease free survival，DFS)，

局部复发的预后因素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才用 COX 模型，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全组病例的 5 年 OS 为 91.1%，未放疗组与放疗组 5 年 OS 分别为 91%和 91.6%(p=0.67)。

全组的 5 年 DFS 为 88.9%，未放疗组与放疗组的 5 年 DFS 分别为 88.7%和 89.4%(p=0.67)。全组

5 年 LRR 为 5.3%，未放疗组与放疗组的 5 年 LRR 分别为 5.8%和 1.5%(p=0.003)。单因素和多因

素分析显示，年龄（p=0.002），阳性淋巴结占清除淋巴结的比率（p=0.016）以及分子分型

（p=0.001）为局部复发高危因素，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亚组分析，0-1 个危险因素患者，术后

放疗可以提高 5 年 LRFS(p=0.012)，对 5 年 DFS(p=0.091)和 OS(p=0.723)没有影响。2-3 个危险

因素亚组患者，术后放疗可以提高 5 年 LRR(p=0.005)和 DFS(p=0.033)，对 5 年 OS(p=0.255)没有

显著影响。 

结论  T1-2 乳腺癌术后 1-3 个腋窝淋巴结阳性的患者可能会从术后放疗获益。年龄、阳性淋巴结占

清除淋巴结的比率以及分子分型为局部复发的高危因素。 

 
 
PN-012 

Establishment of risk scoring system for predicting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in T1-T2 nod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mastectomy:Implications for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Lin Xiaoyi,He Jun-yan,Peng Qing-qin,Dong Ya-ping,Shao Ling-dong,Li Jin-luan,Wu Jun-xin 
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350014 

 

Purpose  To establish a risk scoring system for predicting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and explore 
the potential value of radiotherapy in T1-T2 nod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mastectomy.  
 
Methods  From January 2001 to February 2008, a total of 353 node negative T1-T2 breast 
cancer cases treated with mastectomy but without adjuvant radiotherap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Kaplan-Meier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survival rates, and Log-rank test was 
used for the comparison of survival curve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Risk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using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A categorical risk scoring system was generated 
according to the Cox model, weight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ach risk variable. 
Results  Median follow-up was 115.7 months. The overall 5-year locoregional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LRFS) was 89.8% (95%CI = 86.7% - 92.9%). Chest wall was found to be the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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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53.8%) site of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LRR), followed by supraclavicular nodes 
(48.7%). Age ≤ 40 years old, primary tumor size ≥ 4.5cm and number of nodes resected ≤ 10 
were found to be independent poor prognostic factors of LRR. Two risk stratifications based on 
the scoring system were obtained subsequently. The 5-year LRFS was 91.6% (95%CI = 88.5%-

94.7%) with low risk（score ＜ 2）and 75.7% (95%CI = 61.8%-89.6%) with high risk（score ≥ 

2）, respectively (c
2 
= 7.544，p = 0.006). In additio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S and DFS were 

presented between them.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T1-2N0M0 breast cancer had achieved favorable prognosis in general. 
Those with risk factors, including age≤40 years old, primary tumor size ≥ 4.5cm and number of 
nodes resected ≤10, were at higher risk of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The established scoring 
system could help to distinguish the subgroups who might potentially benefit from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PN-013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病理缓解程度与术后辅助放疗疗效的 

相关性研究 

 
郭欢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探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病理缓解程度与术后辅助放疗疗效的相关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09 年至 2012 年在山东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就诊临床分期为 II-III 期的患者，

按患者接受术后放疗与否分为放疗组和未放疗组，比较两组不同术后病理缓解程度（pCR、pPR、

pNR）的亚组局部控制率及生存率。采用 Pearson χ2 检验分析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在放疗组与未放

疗组间分布的差异， 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法比较两组在局部区域复发与生存方面的差异。 

结果  73 例患者中，接受术后放疗者占 53.4%( 39/73) ，未放疗者占 46.6%( 34/73) 。两组患者在

年龄、 原发灶临床分期、 淋巴结活组织检查、 ER 状态、HER-2 状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均

＞0. 050) 。中位随访时间为 52( 34～92 ) 个月。5 年总生存率（OS）放疗组 83.77％和未放疗组

84.8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09>0.05)。在亚组中术后病理完全缓解(pCR)组无局部区域复

发生存率( LRRFS)100％；术后病理部分缓解（pPR）组无 LRRFS 分别为放疗组 92.86%和未放

疗组 92.3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41>0.05)；术后病理未缓解（pNR）组无 LRRFS 分别为

放疗组 94.44％和 62.5％，存在统计学差异（P=0.039<0.05）。 

结论  对于新辅助化疗后 pCR 的病人可能无需术后辅助放疗；对于 pPR 的病人术后辅助放疗应视

局部区域复发的高危因素而定；pNR 的病人放疗能够明显降低局部区域复发率。但术后辅助放疗

对总体的 DFS 及 OS 无明显影响。  

 
 
PN-014 

临床 T1-3N1M0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和改良根治术后腋窝淋巴结病

理阴性患者的术后放疗价值 

 
荣庆林 王淑莲 唐玉 金晶 宋永文 王维虎 刘跃平 房辉 任骅 刘新帆 余子豪 李晔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100021 

 

目的  分析临床 T1-3N1M0 乳腺癌经新辅助化疗和改良根治术后 ypN0 患者术后放疗的价值和预

后。 

方法  1999 年～2013 年本院收治 1285 例行新辅助化疗的乳腺癌患者，选取临床 T1-3N1M0 并且

完成新辅助化疗和改良根治术，术后腋窝淋巴结病理阴性的 185 例患者，其中 89 例行术后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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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例未行放疗。临床 II（cT1-2N1M0）期患者 101 例（放疗 35 例），临床 III 期（cT3N1M0）患

者 84 例（放疗 54 例）。新辅助化疗方案以含蒽环和/或紫衫为主（95.7%），中位化疗周期数 4

个（范围 1～8）。69.7%的患者接受术后辅助化疗，总化疗中位周期数 6 个（范围 1～12）。95

例患者 ER 和/或 PR 阳性，其中 85 例（89.5%）接受辅助内分泌治疗。86 例患者 Her-2 阳性，其

中 31 例（36.0%）接受赫赛汀靶向治疗。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并 Logrank 检验，

Logrank 法单因素分析临床特征和治疗因素对生存率的影响。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70 个月（范围 4～179），全组 21 例治疗失败，其中局部区域复发 7 例。全

组患者 5 年 LRRFS、DMFS、DFS 和 OS 分别是 95.6%、89.0%、86.5%和 97.2%。术后放疗有

提高 5 年 LRRFS（98.9%和 92.5%，P=0.071）和 OS（100%和 94.5%，P=0.089）的趋势，并

显著提高 DMFS（94.9%和 85.0%，P=0.023）和 DFS（95.0%和 80.0%，P=0.005）。年龄＜40

岁、绝经前以及临床 III 期的患者接受放疗的比例高。单因素分析显示脉管瘤栓（LRRFS）、年龄

＜40 岁（DMFS）、原发灶残留和非重度化疗反应（OS）是重要的预后影响因素。亚组分析放疗

显著提高临床 III 期患者的 5 年 LRRFS（98.1%和 85.6%，P=0.041）和 DFS（91.9%和 67.4%，

P=0.009），对于临床 II 期，放疗和未放疗患者的 5 年 LRRFS 无显著差别（100%和 96.2%，

P=0.302），而 5 年 DFS 有显著差异（100%和 86.4%，P=0.032）。 

结论  临床 T1-3N1M0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和改良根治术后达到 ypN0 的 LRR 率较低，术后放疗显著

提高 III 期患者的 LRRFS 和 DFS，对 II 期患者的 LRR 无影响。建议对临床 III 期患者行术后放疗，

放疗对 II 期患者的价值需要进行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PN-015 

偶联 RGD 的金纳米棒探针增加三阴性乳腺癌放射敏感性的 

体内研究 

 
赵宁

1
 李冰馨

5
 史泽良

2
 杨章孺

2,3
 孟晋

1
 余奇

1
 李萍

4
 章青

4
 傅深

1,4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3.上海交通大学 MED-X 研究院 

4.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上海质子重离子中心 

5.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 

 

研究目的  近年来，纳米医学逐渐成为肿瘤学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金纳米颗粒（Gold 

nanoparticles, GNPs）的高稳定性、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使其成为一种新型、有效的放射增敏材料。

三阴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中预后较差的一种亚型，放疗抵抗是其治疗失败的原因之一。本课题组构建

了一种具有主动靶向作用的金纳米棒探针（pGNRs@mSiO2-RGD），而且前期研究表明该纳米探

针联合临床常用的兆伏级 X 射线在体外对三阴性乳腺癌具有放射增敏作用，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该

金纳米探针的体内放射增敏效果，进而为纳米技术的临床转化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方法  构建具有靶向作用的金纳米棒探针（pGNRs@mSiO2-RGD）；透射电镜观察尾静脉注射

pGNRs@mSiO2-RGD 后其在肿瘤组织内的分布情况；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检

测尾静脉注射 pGNRs@mSiO2/pGNRs@mSiO2-RGD 

24 小时后心、肝、脾、肺、肾及肿瘤组织中的金含量，评价其体内组织生物学分布；建立原位三

阴性乳腺癌裸鼠荷瘤模型，观察并记录各处理组荷瘤裸鼠肿瘤体积随时间的变化。 

结果  透射电镜下观察到 pGNRs@mSiO2-RGD 纳米探针可到达并聚集于肿瘤组织内，并呈簇状分

布在细胞质中；组织生物学分布实验表明 pGNRs@mSiO2/pGNRs@mSiO2-RGD 主要分布在肝、

脾脏中，且 pGNRs@mSiO2-RGD 在肿瘤组织中的分布比例是 pGNRs@mSiO2的 3 倍，有统计学

差异（p<0.05）；肿瘤的生长曲线表明 pGNRs@mSiO2-RGD 联合兆伏级 X 射线（10Gy）组可明

显抑制肿瘤的生长，将肿瘤体积控制在（569±154）mm3，明显小于 pGNRs@mSiO2+RT

（10Gy）组（1073±205 mm3）和单纯 RT（10Gy）组（1302±261 mm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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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阴性对照单纯 RGD 组的肿瘤体积为（1656±303）mm3，与空白对照组（1615±303 

mm3）相比，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pGNRs@mSiO2-RGD 纳米探针联合兆伏级 X 射线在体内对三阴性乳腺癌也具有一定的放射

增敏作用，偶联 RGD 后可促使金纳米探针更好地靶向肿瘤组织，提高放射敏感性。 

 
 
PN-016 

预防性应用美菲可预防乳腺癌术后胸壁照射皮肤损伤的临床观察 

 
谭波

1
 王雯

1
 卜珊珊

1
 刘冬梅

1
 祖雯洁

2
 张景伟

1
 

1.河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2.河南省肿瘤医院胸外科 

 

目的  观察美菲(Mepitel Flim)在预防乳腺癌患者术后胸壁照射急性皮肤损伤中的作用。 

方法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 6 MeV 电子线胸壁照射的 40 例患者，即将接受放疗的胸壁皮肤区域内

外侧经随机化使用美菲（用药组）或常规处理组（对照组）。放疗开始后用药组预防性应用美菲，

每周更换一次。对照组采用常规处理。 

结果  用药组Ⅰ、Ⅱ、Ⅲ度放射性皮肤损伤发生率分别为 37.5％(15/40)、10％(4/40)、0％(0/40)，

对照组分别为 10％(4/40)、62.5％ (25/40)、27.5％(11/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用药

组发生Ⅰ、Ⅱ度皮肤损伤的照射剂量分别为(21.71±4.13)Gy、(36.85±6.19)Gy，对照组Ⅰ、Ⅱ、Ⅲ

度皮肤损伤的照射剂量分别为(13.6±2.24)Gy、(22.71±3.35)Gy、 (42.72±8.36)Gy，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均 P<0.05)。在累积照射剂量 30 Gy 及 50Gy 时，用药组放射性皮肤损伤的发生率分别为

20％(8/40)、47.5％(19/40)，对照组分别为 75％(30/40)、100％(40/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  预防性使用美菲能完全预防放疗后湿性脱屑的发生，其有效降低乳腺癌患者术后胸壁照射急

性放射性皮肤损伤的发生率、延缓皮肤损伤出现的时间，适合在术后胸壁放疗患者中应用。 

 
 
PN-017 

1-3 个腋窝淋巴结转移乳腺癌根治术后放疗及预后相关因素 

 
王晓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研究 T1-2N1M0 乳腺癌根治术后患者放疗疗效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4.1 至 2008.12 本院收治的 T1-2N1M0 期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进行随

访，以手术日期为起点，随访日期截止至 2013.3.15 或死亡、失防时间。比较放疗与非放疗组预后

及影响预后的因素。 

至随访结束，全组出现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 25 例，死亡 12 例，评价指标为无病生存率及总生存

率。将年龄、肿瘤大小、腋窝淋巴结转移等临床病理因素，运用 Cox 风险比例模型进行分析，得

出影响乳腺癌患者 DFS 及 OS 的独立预后因素。此应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总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并进行 log—rank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向后逐步

法的 COX 回归模型，余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两组患者间比较年龄、肿瘤分期、清扫淋巴结数、受体情况、月经情况、术后病理、辅助

化疗、辅助内分泌治疗等均无显著性差异。 

2.全组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病例 25 例，死亡病例 12 例，两组病例 5 年总生存率为 94%，未放疗

和放疗病例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 99 个月和 116 个月，5 年生存率无显著差异，但放疗能显著提高

无进展生存率，降低远处转移率及局部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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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X 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术后放疗、月经状态为影响 DFS 的独立预后因素。而年龄、病理类

型、淋巴结清扫数目、淋巴结转移率、肿瘤最大直径、ER、PR、Her-2 对 DFS 无明显影响。 

4.COX 模型单因素分析显示：月经状态、术后放疗是影响 DFS 的显著因素(P<O．05)。年龄、月

经状态是影响乳腺癌 OS 的显著因素(P<O．05)。淋巴结转移率是影响局部复发率的显著因素

(P<O．05)。 

结论  1. 放疗组和未放疗组 5 年生存率无显著差异，但放疗能显著提高无进展生存率，降低远处转

移率及局部复发率 

2.术后放疗、月经状态为影响 DFS 的独立预后因素。3.月经状态、术后放疗是影响 DFS 的显著因

素。4.年龄、月经状态是影响乳腺癌 OS 的显著因素。5.淋巴结转移率是影响局部复发率的显著因

素。 

 
 
PN-018 

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腋窝达病理完全缓解后原发灶是否病理缓解

对预后的影响因素 

 
周支瑞 罗菊锐 陈星星 杨昭志 梅欣 张丽 郭小毛 俞晓立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肿瘤学系 200032 

 

目的  评价局部晚期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腋窝达病理完全缓解（pCR）后，原发灶的病理缓解对患

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从 2008 年到 2013 年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治疗的 210 例新辅助化疗后腋窝

达到 pCR 的乳腺癌患者。这些患者均为临床 II-III 期的乳腺癌，原发灶及腋窝淋巴结转移在新辅助

化疗前经由细针穿刺活检证实。腋窝淋巴结及原发灶对于新辅助化疗的治疗反应情况均有术后的组

织病理学确定。腋窝淋巴结完全缓解定义为腋窝淋巴结清扫或者前哨淋巴结活检未检测到转移淋巴

结。原发灶 pCR 定义为原发灶无浸润性癌残留或者仅有导管内癌成分残留。根据原发灶是否达到

pCR 把患者分为两组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全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 35 个月（6-100 个月）；中位年龄为 50 岁（24-80 岁）。107

（51%）例患者激素受体阳性，72（34.4%）例患者 HER2 受体阳性。所有患者都接受了新辅助化

疗，188 (89.5%)例患者接受了以紫杉醇和卡铂为基础的新辅助化疗，化疗周期的中位数为 4。共

计 192 (91.4%)例患者接受了术后的辅助化疗，151 (76.6%)例患者接受了术后的辅助放疗。几乎所

有激素受体阳性的患者(104/107)接受了内分泌治疗，但仅有 40.3% (29/72) HER2 受体阳性患者接

受了赫赛汀的治疗。全组患者中有 42.9% (90/210)达到了原发灶病理完全缓解，原发灶 pCR 患者

较非 pCR 患者有较长的 DFS (Hazard Ratio: 0.4024,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1699-0.9530, 

p=0.0658)；两组的总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R: 0.2723, 95%[CI], 0.05391-1.3749, 

p=0.2029)。在原发灶未达 pCR 的患者中术后放疗较未行术后放疗患者显著改善了 DFS (HR: 

0.2782, 95% [CI] 0.0777-0.9959, p=0.0077)，但未改善 OS (HR: 0.7971 95%[CI] 0.0719-8.8427, 

p=0.8436)。由于原发灶达 pCR 患者样本量较小，术后放疗未见显著改善 DFS 和 OS。 

结论  原发灶 pCR 对于新辅助化疗后腋窝达完全缓解患者是一个有利预后因素。原发灶未达 pCR

患者较 pCR 患者具有较差的 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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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019 

乳腺癌脑转移全脑放疗后的神经系统进展及预后分析 

 
欧丹

1,2
 曹璐

1
 蔡钢

1
 许赪

1
 陈佳艺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放射治疗科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目的  基于分子分型治疗决策的背景下，分析乳腺癌脑转移接受全脑放疗后影响生存和神经系统进

展的因素。  

方法  收集 2010 年至 2016 年 3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接受全脑放疗的 79 例乳腺癌脑转移患

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发生脑转移时中位年龄 49 岁，均为 IDC，Luminal A 型 25 例，Luminal B 型

12 例（其中 HER2 阳性 9 例），HER2 过表达型 14 例，三阴性型 26 例，不明 2 例。  

结果  65 和 14 例分别初始和后续接受全脑放疗。中位随访 9.9 月（0.5-66.3 月），初诊至脑转移

中位时间为 36.0 月（0-232.4 月），发生脑转移时的中位 KPS 为 80。脑转移后接受内分泌治疗，

化疗和靶向治疗分别为 15，37 和 13 例。HER2 过表达患者的初诊至脑转移中位时间显著短于

Luminal A 型患者（24.9 和 78.8 个月，P<0.01）。RPA 分级和 Breast-GPA 评分对生存的影响没

有达到统计学意义；RPA Class I,II 及 III 级患者的中位 OS 分别为 18.7,14.1 及 8.0 个月

（P=0.850）；Breast-GPA 0-1.0，1.5-2.5 及 3.0-4.0 的患者中位 OS 分别为 11.5，14.0 及 19.3

个月（P=0.219）。 单因素分析显示脑转移时 KPS，脑转移部位，全脑放疗剂量及放疗后系统治

疗对生存影响达到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幕下转移和全脑放疗后的系统治疗是

影响 OS 的独立预后因素（P=0.008 和 P=0.020）。23 例 Her-2 阳性患者中 13 例在全脑放疗后接

受了抗 HER2 治疗,中位 OS 从 6.6 个月提升至 18.0 个月,p=0.048。初始接受全脑放疗患者的中位

OS 长于后续全脑放疗的患者，分别为 14.7 月和 8.2 月，但未达到统计学意义。在 Breast-GPA 评

分为 1.5 到 2.5 的患者，初始全脑放疗可显著改善生存时间（5.2 月和 16.1 月，P=0.040）。HR 阴

性患者后续颅内病灶进展的比例显著高于 HR 阳性患者（63.9%和 26.5%，P=0.002）。  

结论  Her-2 过表达患者初诊至脑转移间隔时间显著低于 Luminal A 型，转移灶位于幕下的患者生

存较差， HR 阴性患者更易出现颅内进展。初始接受全脑放疗可显著提高 Breast-GPA 1.5-2.5 患者

的生存。全脑放疗后的系统治疗，包括抗 HER2 治疗可显著改善脑转移患者的生存。 

 
 
PN-020 

Expression of Thrombospondins-1 in the breast carcinoma 

and the correlation to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Zheng Xiongwei,Liao Xue-hong,Lin Xian-dong,Du Kai-xin,Zhu Wei-feng,Chen Gang,Hu Dan,Zhang He-jun 
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350014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xpression of THBS-1 and prognosis of breast cance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by expression of THBS-1 and EMT 
related genes(Snail, E-cadherin and Vimentin) in the invasive breast cancer. 
Metho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THBS1,Snail,E-cadherin and Vimentin in 84 paraffin-
embedded tumor tissue and 32 corresponding adjacent tissue through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THBS-1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urvival and association with EMT. 
Result  The expression THBS-1 in breast cance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adjacent 

tissue, which had a significantly significant (χ２=8.875，P=0.003).Moreover, the expression of 

THBS1 in cancer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Nottingham 

prognostic index and the menopause (P＜0.05). In Kaplan-Meier analysis，the rate of local 

regional failure-free survival(LRFS) for patients in high THBS-1 expression group(23.5%)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low THBS-1 expression group(4% ),P=0.009.  Overall survival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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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atients in high THBS-1 expression group (65.8%)was lower than that in low THBS-1 
expression group(81.9%),P=0.062.  Furthermore, the expression of THBS1 in cancer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nail, E-cadherin and Vimentin (P<0.05). The expression rate of 
THBS-1 in the mesenchymal-like group, which is E-cadherin(-)/Vimentin(+), (41.7%,10/17)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epithelial-like group, which is E-cadherin(-) /Vimentin(+), 
(21.4%,9/42) (P<0.05).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of THBS-1 is closely related to metastasis in breast cancer, which 
might promote tumor metastasis by process of EMT. THBS-1 might be used as a predictor for 
prognosis for breast cancer. 
 
 
PN-021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trastuzumab in stage II~III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surgery and radiotherapy 
 

Xu Fei
1,2

,Chen JiaYi
2,1

 

1.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2.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Rui 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Objective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trastuzumab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pCR rate in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survival benefits from combined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could continue to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after surgery and radiotherapy.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records from 123 patients in stage II~III HER2 positive 

breast cancer. All of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breast conserving surgery/mastectomy and radiotherapy. A total of 47 patients 
received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trastuzumab, and 76 patients did 
not. Actuarial rates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Kaplan-Meier method and compared using the log-
rank test.,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was done using the Cox model. 
Result  The median patients age was 52 years (range, 25-78 years). The median follow-up was 

52.0 months. The 5-year cumulative LRF、DFS and OS rates were 89.6%、75.5%、84.5%. On 

univariate analysis,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LRR was initial N stage, pathological T stage, 
nerve-space invasion and chemotherapy only (P<0.05);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FS was 
initial N stage,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pathological T stage , nerve-space invasion and 

no chemotherapy only (P<0.05）.  On Multivariate analysis, clinical N2~3 stage

（P=0.008）, nerve-space invasion(P=0.014) , no chemotherapy only （P=0.053）were 

independents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LRR. Clinical N2~3 stage（P=0.008）, nerve space 

invasion（P=0.001）were independent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FS，and chemotherapy only or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had the tendency to influence the DFS.  
Conclusion  Cinical N2~3 stage, nerve-space invasion and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only 
were independents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LR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s superior to 
exclusive chemotherapy in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control after systematic therapy. These 
results need to be confirmed in a prospec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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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022 

探讨放疗延迟对乳腺癌不同分子亚型患者预后的影响 

 
师镘茹 鄂明艳 

哈医大附属第三医院 150040 

 

目的  探讨放疗延迟对乳腺癌不同分子亚型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05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期间我院乳腺癌患者 341 例，均为女性患者；中位年龄 47

岁。Luminal A 型总共 149 例，手术放疗时间间隔小于 180 天对照组共 83 例，时间间隔大于 180

天为放疗延迟组共 66 例。Luminal B 型共 105 例，对照组 63 例，放疗延迟组 42 例。HER2+型共

43 例，对照组 28 例，放疗延迟组 15 例。三阴性型患者共 44 例，对照组为 27 例，放疗延迟组为

17 例。所有患者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放疗技术选择适形调强放射治疗。观察患者的远期疗效包

括局部复发率、远处转移率、无瘤生存率及总生存率。 

结果  1）局部复发率：Luminal A 型在对照组及放疗延迟组的局部复发率分别为 4.8%和 9.1%，

Luminal B 型分别为 4.7%和 19.0%，HER2+型分别为 7.1%和 33.3%，三阴性型分别为 11.1%和

35.3%。2）远处转移率：Luminal A 型分别为 9.6%和 10.6%，Luminal B 型分别为 11.1%和

14.2%，HER2+型分别为 32.1%和 40.0%，三阴性型分别为 37.0%和 41.2%，3）无瘤生存率：

Luminal A 型分别为 85.5%和 80.3%，Luminal B 型分别为 84.1%和 66.7%，HER2+型分别为

60.7%和 33.3%，三阴性型分别为 55.5%和 23.5%，4）总生存率：Luminal A 型分别为 94.0%和

90.9%，Luminal B 型分别为 84.1%和 80.9%，HER2+型分别为 67.9%和 60.0%，三阴性型分别为

59.2%和 41.2% 

结论  1）Luminal B 型及 HER2+型患者的局部复发率均因放疗延迟而明显增高，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手术放疗间隔时间超过半年将明显提高 Luminal B 型及 HER2+型患者的局部复发

率，降低患者生存质量及生存期。 2）Luminal B 型及三阴性型的无瘤生存率因放疗延迟而明显降

低，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手术放疗间隔时间超过半年将明显降低 Luminal B 型及三阴性

型患者的无瘤生存率。3）Cox 回归分析可知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淋巴结转移和分子亚型是影

响患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 

 
 
PN-023 

中西医结合治疗乳腺癌难愈性溃疡 1 例 

 
柳丽华 

空军总医院肿瘤放疗科 100142 

 

      中药清创和清得佳清创的作用，同时配合放化疗手段，这些都与循证医学和现在提倡的肿瘤综

合治疗理论相辅相成。另外，最大的受益者是病人，不但大大的减轻了患者植皮的痛苦，而且为患

者节省了经济费用，提高患者生存质量，肯定治疗效果，提高患者满意度，可谓是一举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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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024 

A Nomogram for Predicting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Brain Metastasis 
 

Huang Zhou,Sun Bing,Wu Shikai ,Meng Xiangying ,Cong Yang ,Shen Ge,Song Santai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100071 

 

 
BACKGROUND  Brain metastasis (BM) is common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Predicting 
patient survival is critical for the clinical management of breast cancer brain metastasis (BCBM).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develop and evaluate a prognostic model to facilitate 
decision-making for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brain metastasis from breast cancer.  
METHODS  Based on the clinical data of BCBM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2002 to 
2014, a nomogram was developed to predict survival using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model was validated internally by 
bootstrapping, and the concordance index (c-index) was calculated. We used a calibration curve 
and c-index to evaluate discriminatory and predictive ability,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nomogram 
with widely used models, including recursive partitioning analysis (RPA), graded prognostic 
assessment (GPA), and breast-graded prognostic assessment (Breast-GPA).  
RESULTS  A total of 411 BCBM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predictive 
model.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was 14.1 month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redictors for patient 
survival included biologic subtype, Karnofsky 
performance score (KPS), leptomeningeal metastasis, extracranial metastasis, the number of 
brain metastases, and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A nomogram for predicting 1- and 2-year 
overall survival was constructed, which exhibited good accuracy in predicting overall survival with 
a concordance index of 0.735. This model outperformed RPA, GPA and Breast-GPA, based on 
the comparisons of the c-indexes. 
CONCLUSION  The nomogram constructed based on a multiple factor analysis could more 
accurately predict the individual survival probability of patients with BCBM, compared with 
existing models.  
 
 
PN-025 

乳腺癌放疗前后血清 YKL-40 浓度与临床特征关系的研究 

 
罗宏涛

1
 魏世鸿

1
 车团结

1
 王小虎

1
 张莹

1
 刘锐锋

1
 郭丽云

1
 董玉梅

1
 张艳萍

1
 宋海侠

1
 

1.甘肃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2.兰州百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探讨放疗前后血清 YKL-40 浓度与乳腺癌患者临床分期、病理类型及分子分型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 100 例乳腺癌患者放疗前后血清 YKL-40 浓度，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 

结果 乳腺癌患者放疗前后血清 YKL-40 浓度分别为 102.17±22.04ng/ml 和 91.67±29.18ng/ml，Z=-

3.920，p=0.000；I 期患者放疗前 YKL-40 为 93.65±23.78ng/ml，放疗后为 78.44±18.21ng/ml，

t=1.766，p=0.099；II 期患者放疗前 YKL-40 为 96.62±24.81ng/ml，放疗后为 86.02±16.58ng/ml，

t=2.619，p=0.012；III 期患者放疗前 YKL-40 为 115.86±15.70ng/ml，放疗后为

92.64±21.87ng/ml，t=3.302，p=0.004；IV 期患者 YKL-40 放疗前为 125.55±20.33ng/ml，放疗后

为 109.21±16.83ng/ml，t=2.450，p=0.032；I、II、III、IV 期组间比较，放疗前 F=8.367，

P=0.000；放疗后 F=7.507，P=0.000。Luminal A 型患者放疗前 YKL-40 为 102.16±29.31ng/ml，

放疗后为 87.16±23.59ng/ml，t=0.814，p=0.422；Luminal B 型患者放疗前 YKL-40 为

103.74±25.97ng/ml，放疗后为 95.69±25.33ng/ml，t=1.046，p=0.305；三阴型患者放疗前 Y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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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为 107.38±16.81ng/ml，放疗后为 98.91±17.59ng/ml；t=1.039；p=0.321；HER-2 阳性型放疗

前后分别为 97.07±23.68 和 86.47±16.63ng/ml，t=3.096，p=0.005。浸润性小叶癌患者 YKL-40 放

疗前为 105.40±20.34ng/ml，放疗后为 95.38±25.36ng/ml，t=1.348，p=0.201；放疗前浸润性导管

癌患者 YKL-40 为 97.89±20.30ng/ml，放疗后为 96.03±18.69ng/ml，t=0.630，p=0.530； 

结论  乳腺癌患者血清 YKL-40 浓度放疗前高于放疗后，且与乳腺癌分期、病理类型及分子表型具

有一定的相关性。 

 
 
PN-026 

Long term results of highly performing conformal 

electron therapy technique for chest wall irradiation 

after mastectomy 
 

Xu Ha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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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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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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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erger Frederique 

2
,Campana Francois

2
,Laki 

Fat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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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euvre Delphine 

2
,Fournier-Bidoz Nathalie 

2
,Kirova Youlia

2,1
 

1.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Institut de Curie 
 

Purpose  To evaluate loco regional control and survival after mastectomy as well as the toxicity 
in patients irradiated with previously described post mastectomy highly conformal electron beam 
radiotherapy (C) technique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included all women irradiated for not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BC) 
with PMERT between 2007 and 2011 in our Department. All bilateral and male BC were 
excluded.  Acute toxicities were assessed retrospectively using CTCAE v3·0, with a weekly 
clinical exam during radiotherapy and the late effects during  the follow-up. 
Results  Among the 796 women included, 10·1% were triple negative (TN) and 18·8% HER2 
positive. Of them 24·6% underwent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CT). The 51·3% of lesions were 
multifocal and 64·6% had at least one involved lymph node (LN). Internal mammary chain (IMC), 
supraclavicular, infraclavicular and axilla LN were treated in 85·6%, 88·3%, 77·9% and 14·9% of 
cases respectively. With a median follow up of 64 months (6-102), locoregional RFS and OS at 5 
years were respectively 90% (IC95%: 88·1-92·4) and 90·9% (IC95%: 88·9-93). Grade 1 early 
skin toxicity concerned 58·5% of patients, grade 2 35·9%, grade 3 : 4·5%. Concomitant CT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grade 3 toxicity (p <0·001). 
In the long term, 29·8% of patients had hyperpigmentation, telangiectasia, fibrosis, temporarily or 
permanently (grade 1: 23·6%, grade 2: 5·2% Grade 3: 1%), favored by smoking (p = 0·06); 274 
patients (34·4%) had breast reconstruction, on average 19·7 months after the end of radiotherapy 
(3·6-86·8). 
Twenty-four patients (3%) had early esophageal toxicity, all grade 1, of which 21 had had 
chemotherapy and 23 were irradiated on the IMC. Only 3 patients developed ischemic heart 
disease, all treated by anthracyclines based CT +/- trastuzumab, all irradiated on the left chest 
wall and LN, and all presented  with many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2 - 4). 
Conclusions  This study showed a good efficacy of this technique in terms of locoregional 
control and survival, and a safety at short and long term. Further follow up must be achieved to 
analyzed chronic cardiac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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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027 

Concurrent use of radiosurgery and T-DM1 for brain 

metastases in HER-2 posi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Xu Haoping
1,2

,Geraud Arthur
2
,Beuzeboc Philippe

2
,Kirova Youlia

2,1
 

1.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Institut Curie Paris 
 

Purpose  This is the very first study assessing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concurrent use of 
radiation therapy (RT) and T-DM1 for the treatment of brain metastases in patients with HER2-
posi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studied the first twelve patients treated after official approval in 
France of T-DM1 as second-lin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HER2-posi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This population with brain metastases was treated at the Institut Curie between 2014 and 
2015 with T-DM1 and concomitant (4) or sequential (8) radiosurgery with or without whole brain 
irradiation. The following variables were studied: local control (brain and target zone), clinical 
and radiological response (radiation necrosis) as well as early and late side effects.  
Results  The mean age of the population was 38 years (range: 23-53) at the time of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and 46 years (range: 28-61) at the time of diagnosis of brain metastases. All 
patients were in good general condition. The response rate in the concurrent treatment group was 
75% with one complete response, one partial response, one stable disease and one local 
progression. Comparatively, the response rate in the sequential group was 85.7% with two 
complete responses, two partial responses, eight cases of stable disease and two cases of 
local progression. No patient experienced interruption of irradiation because of side effects. About 
50% of patients were asymptomatic after treatment. Radiation necrosis was observed in 50% of 
patients in the concurrent group and 28.6% of patients in the sequential group with a similar rate 
of edema in the two groups (25% and 28.6%). 
Conclusion  In this first series, we foun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DM1 and radiosurgery was 
feasible but can increase the incidence of radiation necrosis with no clinical implications. Larger 
prospective studies with longer follow-up are needed to more clearly evaluate this population. 
 
 
PN-028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concurrent use of 

radiotherapy for bone metastases and trastuzumab 

emtansine (T-DM1) in patients with HER2-posi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Xu Haoping
1,2

,Geraud Arthur
2
,Beuzeboc Philippe

2
,Kirova Youlia

2,1
 

1.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Institut Curie Paris 
 

Purpose  To assess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concurrent use of radiation therapy (RT) and T-
DM1 for the treatment of bone metastases in patients with HER2-posi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studied the first three patients with HER2-positive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treated in the year of 2005 after official approval in France of T-DM1 as a second or later 
line treatment. All of the patients were presented with symptomatic bone metastatic disease. And 
intravenous trastuzumab emtansine was given every3 weeks (day 1 – day 21), concomitant with 
hypofractionated radiotherapy. The patients‘ characteristics, initial treatment modalitie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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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metastatic disease treatment and the results of the radiotherapy,the follow-up period and 
the side effects were recorded. 
Results  The age of these patients were 50 years, 38years and 58 years respectively. And all 
were in good general condition. The trastuzumab emtansine duration time were 4months, 11 
months and 5 months respectively. One patient stopped T-DM1 after her liver progression. As for 
the hypofractionated radiotherapy, 15Gy in 5 fractions were given to two patients, while 8Gy in 
one fraction was given to the other patient. All of them experienced good relief of the symptoms 
and no side effects were observed during the follow-up period.  
Conclusion  This very first small series of concurrent use of radiotherapy and trastuzumab 
emtansine in patients treated for bone metastases has shown no increased toxicity and a good 
control of the symptoms. Obviously, larger prospective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nfirm these 
findings. 
 
 
PN-029 

Salvage radiotherapy strategy of postmastectomy local 

regional recurrence 
 

Meng Xiangying,Sun Huiru,Wu Shikai,Shen Ge,Sun Bing,Cong Yang,Song Santai 
307 hospital of PLA 100071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is factor and treatment strategy of postmastectomy 
local regional recurrence. 
Methods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420 cases of postmastectomy local regional 
recurrent patients were screened from 3226 cases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ho have 
been hospitaliz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3 to November 2015. Surviv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Kaplan-Meier method, and prognostic factors were assessed using 
Cox's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More than 2-year disease-free interval after mastectomy, resectable tumors, 
positive hormone receptor, not resistant for adjuvant systematic therapy, and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better distant disease free survival 
(DDFS) both in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Cox's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p<0.05, 
respectively).  
Subgroups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atients with resectable tumors, who accepted 
local treatment prior to systemic treatment had a better DDFS than who accept systemic 
treatment prior to local treatment, both in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Cox's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p<0.05,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 DDFS were comparable in 
the unresectable group, both in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Cox's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p>0.05, respectively).  
In the 217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hest-wall recurrence group, the DDFS of who received both 
chest-wall and supraclavicular salvage radiotherapy was comparable with the patients who 
received chest-wall radiotherapy only, both in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Cox's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p>0.05, respectively). However, in the 113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upraclavicular region recurrence group, the DDFS of who received both chest-wall and 
supraclavicular salvage radiotherapy was better with the patients who received supraclavicular 
region radiotherapy only, both in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Cox's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model (p<0.05, respectively).Fifty-seven patients with simple chest-wall recurrence 
received R0 resections, of which 30 cases accept prophylactic irradiation of supraclavicular 
region, and 27 cases not. After a median 28 months (range: 2-145 months) follow-up, 10% (3/30) 
and 11.1% (3/27) patients had local progression respectively. 
Nine patients achieved complete remission (CR) after first-line systemic treatment, of which 3 
patients accepted no less than 60Gy radiotherapy, and 6 patients received 50-56Gy radiotherapy. 
After a median 27 months (range: 9-97 months) follow-up,no patient in the ≥60Gy group had local 
progression, and 3 patients of the 50-56Gy group progressed with in-field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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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Distant disease free survival of postmastectomy local regional recurrence was 
affected by several factors, including treatment strategy. Local treatment should be prior to 
systemic treatment for the patients with resectable tumors. Chest-wall irradiation was suggested 
for the patients with simple supraclavicular region recurrence; supraclavicular region irradiation 
may be not beneficial for the patients with simple chest-wall recurrence. No less than 60Gy 
irradiation was suggested for the patients with CR after systemic treatment. 
 
 
PN-030 

乳腺癌脑转移瘤瘤周水肿影响因素分析 

 
赵儒钢 孟祥颖 申戈 丁丽娟 王军良 周振山 吴世凯 

解放军 307 医院 100071 

 

目的  明确乳腺癌脑转移瘤瘤周水肿程度与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单位乳腺癌脑转移患者伴发瘤周水肿的临床特征，分析影响瘤周水肿程度的因

素，并探讨瘤周水肿是否与脑转移患者的预后相关。入选患者为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我院

收治的乳腺癌脑转移 1-3 个患者，脑转移灶未经放疗及手术，详细记录发病年龄、性别、肿瘤分

期、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淋巴结转移、无病生存期、ER、 PR、HER-2、Ki-67、确诊至脑转

移时间、总生存期、首次确诊脑转移时病灶体积、瘤周水肿体积、病灶最大直径、水肿指数

（edema index EI）、病灶在脑内分布及病灶规则程度等因素。水肿指数（edema 

index  EI）代表瘤周水肿程度，计算公式为 EI=(V 水肿+V 肿瘤)／V 肿瘤。采用 SPSS9.2 统计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研究共入选 62 例乳腺癌 1-3 个脑转移瘤患者，66 个病灶。TNBC 患者的平均水肿指数大于

非 TNBC（8.11 Vs 4.66，p=0.042）。ER(-)患者的平均水肿指数大于 ER(+)（7.34 Vs 2.88，

p=0.046）。PR(-)患者的平均水肿指数大于 PR(+)（6.97 Vs 2.84，p=0.040）。HER-2(-)与 HER-

2(+)组的水肿指数分别为 5.87、5.46，p=0.639，无统计学意义。年龄≥45 周岁患者的平均水肿指

数大于<45 岁患者（7.74 Vs 3.56，p=0.02）。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 0.346，对相关

系数行假设检验的结果为 p=0.004。 规则病灶患者的平均水肿指数小于不规则病灶患者（4.66 Vs 

8.51，p=0.03）。将所有数据与脑转移后生存时间进行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得出脑转移

后生存时间可能与 PR、分子分型、内脏转移情况、靶向治疗与否、局部治疗方式等 5 因素相关，

水肿指数 EI 未纳入模型。 

结论  1、三阴性、激素受体阴性、年龄≥45 周岁、病灶不规则的乳腺癌脑转移患者是可能出现严重

瘤周水肿的高危人群。2、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瘤周水肿指数不影响乳腺癌脑转移患者

的预后。但本研究样本量偏少，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PN-031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单导管球囊近距离加速部分乳腺放疗单组率

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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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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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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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肿瘤医院 

2.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3.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 

4.兰州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目的  评价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单导管球囊近距离加速部分乳腺放疗的美容效果及不良反应，为临

床实践与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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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计算机检索 EMBASE、MEDLINE、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生

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并辅手工检索和其他检索。收集所有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行单导管球囊近距离

加速部分乳腺放疗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RCT）、非随机对照研究、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

病例系列报告等，检索时间均从数据库建库起至 2016 年 3 月 10 日。由 2 名评价员按照纳入与排

除标准筛选文献和提取资料后，采用 OpenMeta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20 个研究，共 4218 例患者。单组率的 Meta 分析显示：美容效果良好发生率为

89.9%[95%CI(0.857,0.941)]，5 年同侧乳房内复发率为 1.7%[95%CI(0.004,0.029)]，蜂窝组织炎发

生率为 1.4%[95%CI(0.008,0.020)]，血清肿发生率为 24.9%[95%CI(0.144,0.353)]，感染的发生率

为 5.9%[95%CI(0.040,0.078)]，湿性脱皮的发生率为 11.9%[95%CI(0.026,0.213)]，毛细管扩张率

为 11.8%[95%CI(0.033,0.204)]，乳腺炎的发生率为 1.1%[95%CI(0.005,0.016)]，红疹的发生率为

50.2%[95%CI(0.287,0.718)]，乳腺疼痛发生率为 26.8%[95%CI(0.145,0.391)]，脓肿的发生率为

1.6%[95%CI(0.009,0.022)]。 

结论  球囊治疗早期保乳术后乳腺癌的美容效果较好，局部复发率低。上述结论尚需进一步开展对

照试验，尤其是 RCT 来进一步验证。 

 
 
PN-032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大分割放疗与常规放疗对照研究的系

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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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肿瘤医院 

2.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3.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 

 

目的  系统评价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大分割放疗与常规分割放疗的疗效、美容效果和不良反

应差异。 

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PubMed、EMBASE 和

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 2015 年 5 月。纳入大分割放疗与传统常规放疗治

疗早期乳腺癌保乳术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根据 Cochrane 偏倚风险工具评估纳入研究方

法学质量，用 RevMan5.2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9 篇文献来自于 6 个 RCT，包含 8240 例患者。Meta 分析显示，与常规放疗相比，大

分割放疗组 5 年肿瘤局部复发率(RR=1.04，95%CI=0.78 ~1.39，P=0.77)、10 年局部复发率

(RR=1.12，95%CI=0.80~1.55,P=0.51)、5 年全因死亡率(RR＝0.92，95%CI 0.80~1.06，

P=0.24)、10 年全因死亡率（RR＝0.94，95%CI 0.0.85~1.05，P＝0.3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而 2 年乳房影像学外观改变率，常规放疗组优于大分割放疗组（RR＝1.42，95%CI 1.14~1.77，P

＝0.0002），5 年乳房影像学外观改变率，大分割放疗优于常规放疗组(RR＝0.93，95%CI 

0.87~1.00，P＝0.04)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大分割放疗具有和传统常规放疗相同的治疗效果和美容效果，但

是大分割放疗可缩短治疗周期，减轻患者身体和经济负担，可作为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辅助放射治

疗的有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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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033 

Issues of the Radiotheray for Clinical Stage T1-2N1M0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Tang Mengqiu,Wu Shikai,Sun Bing,Meng Xiangying,Song Santai,Shen Ge 

307 医院 100071 

 

Purpose  Exploring whether postoperation radiotherapy should be applied among the clinical 
stage T1-2N1M0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Method  Collecting the information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mong 1th January 2005 to 31th December 2010 retrospectively, selecting clinical 
stage T1-2N1M0 purposefully, using SPSS 20.0 software to analyse the prognosis of Radiation 
and non-Radiation group, then contrastively analyse our results and overseas studies.  
Result  Totally selecting 152 cases of Clinical stage T1-2N1M0 Breast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median age is 46 years old（23～72）,all the patients 

confirmed positive lymph nodes before the treatment.The median periodicities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s 6(2～10).38 cases(25%) are Pathology complete remission,and 36 of them 

received postoperation-radiotherapy while 2 not received,and the pCR rate of four subtypes is 

Luminal A(14.3%)、Luminal B(21.9%)、Triple negative(33.3%)、HER-2 positive(50%) .The rest 

114 patients turned into two groups by lymph node status after 
neoadjuvantchemotherapy,negative 36 cases(23.7%) and positive 78 cases.Among the negative 
group,26 cases renceived postoperation-radiotherapy and 10 cases not ,Among the positive 
group,69 cases renceived postoperation-radiotherapy and 9 cases not.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is 83 months（81.5～84.5）,51 cases(36.7%) have relapse and metastasis,29 cases 

died(19.1%).The rate of 3-years and 5-years overall survival is 91% and 84%.The pCR rate of 

four subtypes hav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01).Among pCR group,  the 5-year local-

recurrence rate of radiation and non-radiation group is 2.8% and 0%( p=0.947).Among the node 
negative group, the 5-year local-recurrence rate of radiation and non-radiation group is 3.8% 
and 20%( p=0.181). Among the node positive group, the 5-year local-recurrence rate of radiation 
and non-radiation group is 14.5%and 33.3%( p=0.167).Afte all,the patients of Luminal A subtype 
have a better prognosis(p<0.001) ,and pCR cases have a better disease-free survival 
too(p<0.001).  
Conclusion Patients of early stage breast cancer who experienced a pCR in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may not received a postoperation radiotherapy because of the lowest local-
recurrence rate. Whether the patients of early stage breast cancer who experienced a lymph 
node negative status in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should received a postoperation radiotherapy 
or not is not clear yet, because our study is a small-scale research although our data is similar to 
another overseas research. The local-recurrence rate of lymph nodes positive group is higher, so 
that postoperation radiotherapy shows a benefit trend among these people. 
 
 
PN-034 

鲜芦荟汁联合比亚芬预防乳腺癌患者皮肤反应疗效的临床观察 

 
刘锐 蒙渡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 710061 

 

目的  观察比亚芬单独与联合芦荟预防乳腺癌患者急性放射性皮肤反应的临床效果。 

方法  观察乳腺癌术后放疗患者 82 例，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41 例。实验组比亚芬与新鲜芦荟

汁交替使用；对照组单用比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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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出现 2 级以上急性放射性皮肤反应的发生率比较，χ2 值为 10.3，P 值<0.05，存在统计

学差异，实验组 2 级以上的急性放射性皮肤反应发生率较对照组低；两组均未出现 4,5 级严重皮肤

反应。 

结论  芦荟联合比亚芬可以有效的降低急性放射性皮肤反应的发生率。 

 
 
PN-035 

乳腺癌术后辅助治疗时机选择的综述 

 
常莉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650118 

 

乳腺癌术后辅助化疗的时机选择问题，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并仍在继续，但目前为止尚无定论。术后

辅助化疗的时机对患者的生存有影响，早期乳腺癌患者辅助化疗时机超过 12 周与患者较差的生存

相关，且早期快速增殖型乳腺癌辅助化疗时机在 7 周内将使患者生存获益。III 期、三阴性以及

HER-2 阳性且接受曲妥珠单克隆抗体治疗等高危乳腺癌患者，术后辅助化疗时机超过 61 天对生存

结局造成不利影响。对于术后的辅助化疗总体来说，在患者状况允许的前提下，尽快制定化疗方

案，尽早化疗，避免延迟。 

 
 
PN-036 

临床 IIIA/IIIB 期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和改良根治术后 

放疗的价值 

 
荣庆林 王淑莲 唐玉 金晶 宋永文 王维虎 刘跃平 房辉 任骅 刘新帆 余子豪 李晔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分析临床 IIIA/IIIB 期乳腺癌患者经新辅助化疗和改良根治术，术后放疗的价值和预后，并探

讨 ypN0 患者能否免除放疗。 

方法  选取本院 1999 年～2013 年收治的临床 IIIA/IIIB 期乳腺癌，完成新辅助化疗和改良根治术的

523 例纳入分析，其中 404 例术后行放疗，119 例未行放疗。临床 IIIA 期患者 356 例（放疗 276

例），临床 IIIB 期患者 167 例（放疗 128 例）。新辅助化疗方案以含蒽环和/或紫衫为主

（96.4%），中位化疗 4 个周期；80.3%的患者接受术后辅助化疗。348 例患者 ER 和/或 PR 阳

性，其中 289 例（83.0%）接受辅助内分泌治疗。204 例患者 Her-2 阳性，其中 67 例（32.8%）

接受赫赛汀靶向治疗。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复发率和生存率，单因素（Logrank 法）和多因素

（Cox 风险比例模型）分析临床特征和治疗因素对复发和生存的影响。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66 个月。放疗组患者 5 年局部区域复发率（LRR）显著低于未放疗组，分别为

13.9%和 24.8%（P = 0.013），5 年总生存率（OS）分别为 83.2%和 78.2%（P = 0.389）。

ypT3-4、ypN2-3 和病理 III 期的亚组中，放疗患者的 5 年 LRR 率显著低于未放疗患者（23.7%和

63.1%，P = 0.011；20.1%和 51.6%，P ＜ 0.001；20.3%和 53.3%，P ＜ 0.001），放疗患者 5

年 OS 显著高于未放疗患者（72.5%和 31.8%，P ＜ 0.001；76.1%和 53.6%，P = 0.003；76.2%

和 50.2%，P ＜ 0.001）。ypN0 亚组患者 158 例,103 例放疗和 55 例未放疗患者的 5 年 LRR 率分

别为 12.4%和 1.0%，（P = 0.004），5 年 OS 分别为 96.9%和 95.8%（P = 0.802）。ypCR 亚组

患者 41 例，11 例未放疗患者 2 例出现 LRR，而 30 例放疗患者无 LRR。多因素分析显示 NAC 临

床疗效、ypN 分期、术后放疗和内分泌治疗是影响 LRR 率的独立预后因素，NAC 临床疗效、ypN

分期、NAC 病理反应、术后放疗和内分泌治疗是影响 OS 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临床 IIIA/IIIB 期乳腺癌经新辅助化疗和改良根治术，放疗显著改善患者的局部控制率和总体

生存率，目前尚无充足证据可以根据化疗反应免除 ypN0 患者的术后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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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037 

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获益与预后因素 

 
陈偲晔 王淑莲 唐玉 金晶 王维虎 余子豪 刘新帆 宋永文 刘跃平 房辉 任骅 李晔雄 

国家癌症中心 北京协和医学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放疗科 100021 

 

目的 了解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获益及相关因素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99-2013 年间未行新辅助化疗的 1697 例保乳术后乳腺癌患者。中位年龄 46

岁。术后 pT1 和 pT2 分别占 74.9%和 25.1%，pN0-N3 分别占 72.7%、19.7%、5.5%和 2.1%。

86.4%行术后放疗，9.7%未放疗，3.9%不详。接受术后化疗、靶向和内分泌治疗者分别占

57.6%、6.7%和 67.2%。Luminal A 型 58.5%、Luminal B 型 11.8%、HER2 过表达型 5.2%、三阴

型 11.9%、未分型 12.7%。Kaplan-Meier 法计算局部区域复发率（LRR）和总生存率（OS），组

间差别用 Logrank 法检验。Cox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中位随访 50 个月（1-186），5 年和 10 年 LRR 分别为 4.3%和 8.1%，OS 分别为 97.3%和

90.6%。放疗组 5 年和 10 年 LRR 分别为 3.1%和 7.2%，未放疗组均为 20.2%（P<0.001）。放疗

组和未放疗组 5 年 OS 分别为 98%和 88.6%，10 年 OS 分别为 91.6%和 84.9%（P 均<0.001）。

年龄≤40 岁（P=0.007）、病理 3 级（P = 0.015）、脉管瘤栓（P=0.003）、pT2（P=0.001）、

pN3（P=0.002）、分子亚型（P<0.001）和无内分泌治疗（P<0.001）是影响 LRR 的不良预后因

素。各分子亚型 LuminalA 型、LuminalB 型、HER2 过表达型和三阴型病人的 5 年 LRR 分别为

3.6%、5.9%、3.8%和 12.5%。多因素分析显示，放疗（P<0.001）、内分泌治疗（P<0.001）和

脉管瘤栓（P=0.01）是 LRR 独立预后因素。单因素分析影响 OS 的因素有：病理分级、脉管瘤

栓、pT 分期、pN 分期、分子亚型、放疗、化疗（P 均<0.05）。多因素分析显示，放疗

（P<0.001)、化疗（P=0.003）、pN 分期（P=0.031）是影响 OS 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现代治疗手段下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者 10 年 LRR 低于 10%。放疗显著降低 LRR 并可改

善 OS。分子分型不是独立预后因素。 

 
 
PN-038 

云南农村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大分割放疗成本效益分析 

 
丁祥 艾毅钦 李文辉 吴星娆 夏群 赵春芳 郑洁 

云南省肿瘤医院 650118 

 

目的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大分割放疗显示同常规方案类似局部控制和毒性反应，在云南出现农村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多要求行大分割放疗趋势，我们对云南农村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大分

割放疗成本效率分析评估。 

方法 分析参保云南省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 30 例，采用常规剂量照射组

DT50Gy/25F/2Gy（5 周完成）和大分割照射组 DT 

43.5Gy/15F/2.9Gy（3 周完成）对照。对不同照射技术下采用大分割照射费用进行分析。 

结果 分析 1 年的局部控制和毒性评估二者类似。普放大分割组（3 周完成）放疗费用为

6500±300，3D-CRT 组大分割组放疗费用为 9200±500，IMRT 组大分割组放疗费用 15000±300。 

结论 依据费用最低化分析（cost-minimization analysis），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大分割放疗体现了

较好的成本效率比，但是由于云南交通不便和农村合作医疗保费偏少，选择行大分割照射，非医疗

费用可能是诱因，大分割放疗具有较好的成本效率比，对部分人群是个合理选择，未来希望明确乳

腺癌术后大分割照射的最佳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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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039 

The effect of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after 

mastectomy for breast cancer-a case series 
 

LI YunFen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650118 

 

Background  This study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survival and short- and long-term side 
effects of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after mastectomy for breast cancer.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after breast surgery remains controversial because of concerns regarding 
toxicity of taxanes/anthracyclines and radiation.     
Methods The outcome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in 98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between December 1999 and February 2011, including survival rate, local 
control, distant metastasis, and incidences of side effects. The patients received 
cyclophosphamide,adriamycin, fluorouracil/cyclophosphamide, epirubicin, and fluorouracil or 
cyclophosphamide, methotrexate, and fluorouracil regimen and concurrently underwent 
radiotherapy (50 Gy, 5–7 weeks). They were followed up till December 2015, for a median period 
of 68 (58–192) months.  
Results The patients had a 5-year survival of 90.82%, 5-year local control rate of 88.76%, and 
distant metastasis rate of 33.33%. The 10-year survival was 82.65%, 10-year local control rate 
74.16%, and distant metastasis rate 37.04%. The analyses of 10-year risk of death revealed four 
influential factors: (1) 
axillary lymph nodes ≥4; (2) hormone receptor; (3) tumor thrombus; (4) and neoadjuvant therapy. 
The neoadjuvant therap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10-year risk of death. The patients 
experienced relatively severe blood toxicity. 
Fourteen patients developed grade II myelosuppression, 64 patients developed grade III, and 
other 20 patients developed grade IV. No patient experienced severe cardiac toxicity. The 
incidences of acute and late pulmonary reactions depended on the number of radiation fields. 
Conclusions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was well tolerated by the patients without any fatal 
side effects, and hence suggested as a beneficial treatment for breast cancer. 
 
 
PN-040 

放疗是乳腺癌单纯骨转移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 

 
王倩 孟祥颖 孙慧茹 申戈 孙冰 王军良 丛阳 吴世凯 

解放军 307 医院放疗科 100071 

 

目的  探讨解救放疗对乳腺癌单纯骨转移患者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收集我院 2012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间收治的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设立入选、

排除标准，筛选出单纯骨转移患者，分析解救放疗对单纯骨转移到内脏转移时间（Visceral 

Metastasis Free Survival, VMFS）的影响。单因素生存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多因素分析采

用 Cox 多因素回归模型。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119 例乳腺癌单纯骨转移患者，到随访终点有 47.9%（57/119）发生内脏转

移。46.2%（55/119）的患者曾接受解救放疗，中位剂量 36Gy（范围：8~66Gy）。接受放疗的指

征有：1.脊髓压迫或有脊髓压迫倾向。2.骨折或骨折倾向。3.药物难以控制的疼痛。单纯骨转移到

内脏转移的中位时间 37.7 月（95%CI 29.9~45.5 月）。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均显示：解救放疗、

内分泌治疗、HER2 阴性是 VFS 的独立预后因素。接受解救放疗患者的 VMFS 显著好于未接受解

救放疗的患者[64.9 月（95%CI 30.2~99.8 月) Vs 29.9 月（95%CI 25.4~ 35.5 月), log rank 检验

p=0.017]。接受内分泌治疗患者的 VMFS 显著好于未接受内分泌治疗的患者[39.9 月（95%CI 

21.5~58.5 月）Vs 12 月（95%CI 3.6~20.4 月）,log rank 检验 P=0.000]。HER2 阴性患者的 VM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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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好于 HER2 阳性的患者[64.9 月（95%CI 27.3~102.7 月) Vs 29.9 月（95%CI 26.2~33.8

月）,log rank 检验 P=0.007]。年龄、解救化疗、双膦酸盐、靶向治疗、手术等指标与 VMFS 无明

确相关(P>0.05)。 

结论  解救放疗是乳腺癌单纯骨转移患者发生内脏转移的独立预后因素。HER2 阴性、内分泌治疗

也与乳腺癌单纯骨转移患者的预后相关。 

 
 
PN-041 

乳腺导管原位癌的放射治疗研究进展 

 
陈正庭 常 莉 熊 伟 李云芬 李文辉 

云南省肿瘤医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650106 

 

乳腺导管原位癌（DCIS）是一组高度异质性的疾病，是浸润性乳腺癌的前期病变。目前保乳术联

合放疗是 DCIS 的标准治疗方式之一，术后加放疗可明显降低局部肿瘤复发的风险，然而放疗能否

降低远处转移风险、提高无疾病进展生存期及延长总生存期还存在争议，放疗方式有全乳放疗加或

不加瘤床补量、加速部分乳腺照射（APBI）等，何种方式最优还无定论。本文就 DCIS 保乳术后的

放疗与生存状况、放射治疗方式、及联合内分泌治疗的应用研究进行综述，助于在避免过度诊治及

提高治愈率之间找到最佳方案，为 DCIS 患者带来最大获益。 

 
 
PN-042 

全脑放疗联合替莫唑胺治疗乳腺癌脑转移癌疗效观察 

 
张明 

甘肃省肿瘤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全脑放疗（WBRT）联合替莫唑胺（TMZ）治疗乳腺癌（BC）脑转移的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本院 2010-2015 年收治的 37 例接受 WBRT 联合 TMZ 同步治疗及 TMZ 辅助治疗的

BC 脑转移患者疗效。WBRT 剂量 30Gy，3Gy/次，5 次/周。TMZ 放疗同步口服 75mg/m2/天，序

贯给予 TMZ 150-200mg/m2/天，连续 5 天，28 为 1 周期，3-6 周期。 

结果  完全缓解 10.8%(4/37)，部分缓解 40.5%(15/37)，无变化 18.9%(7/37)，客观有效率

51.4%(19/37)。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和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8 和 10 个月。最常见不良反应恶心、

呕吐，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的发生率分别为 59.5%（22/37），32.4%（12/37），35.1%

（13/37）。 

结论  WBRT 联合 TMZ 同步治疗及 TMZ 辅助化疗治疗 BC 脑转移癌安全有效，耐受性良好，不良

反应轻，可作为脑转移癌放化疗综合治疗模式之一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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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043 

Hydrosorb® versus placebo (water based spray) in the 

management of radio-induced skin toxicity: results of an 

open-label, phase III randomized trial 
 

Louis Bazire,Isabelle Fromantin,Alhassane Diallo,Brigitte de la Lande,Victor Victor,Remi Dendale,Alain 
Fourquet,Alexia Savignoni,Youlia M. Kirova 

Institut Curie， Paris， France 200025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Hydrosorb® in the treatment of radiodermatitis during 
radiation therapy (RT) for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Methods  Breast cancer patients with grade 1-2 radio-induced dermatitis 
during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were eligible. They were randomised to receive either 
Hydrosorb® (A) or water based spray (B). The primary endpoint was a clinical composite criteria 
based on the occurrence during the first 28 days of either a radiotherapy interruption, increase 
of erythema, or need of other treatment (failure versus success). Secondary endpoints were the 
evaluation of skin colorimetry, pain, and quality of life. 
Results   Two-hundred seventy eight patients were enrolled (A = 142, B = 136). 26 patients 
(9.4 %) stopped prematurely the treatment without difference in the reason of treatment 
interruption. All patients per treatment arm were evaluable. There were 69 failures (49 %) in the 
Hydrosorb® arm, and 70 (52 %) in the control arm (p = 0.72). No risk factors were 
associated with failure to local treatment. The average absolute reduction of colorimetric levels 
between day 28 and day 0 was  4 in the Hydrosorb®, and 4.2 in the water spray groups, 
respectively (p = 0.36). 
Conclusions   The present study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Hydrosorb® and 
simple water spray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radio-induced dermatitis. 
 
 
PN-044 

Implantable drug delivery systems should be inserted  

outside radiation therapy fields 
 

Kim Cao, Krassen Kirov, Irene Kriegel,Philippe Goater,Marc Esteve,Alejandro Mazal,Nathalie Fournier-
Bidoz,Youlia M. Kirova 

Institut Curie， Paris， France 200025 

 

BACKGROUND  Implantable drug delivery systems (DDS) are extensively used in Oncology.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undergo radiation therapy (RT) while chemotherapy is administered. 
When the patient has positive lymph nodes, the supra-clavicular nodes (SCN) need to be 
irradiated. This study assesses the dosimetric consequences of the presence of a DDS in an 
irradiation field as well as the feasibility of inserting the DSS on the contralateral side of the 
treated breast. 
MATERIAL AND METHODS  At our Institute, the DDS used (Heliosite®, Vygon, Paris, France) 
include a titanium cylindrical pellet of 8mm diameter (encased in silicon) in order to 
prevent injuring the patient when inserting the needle. A clinical workflow was designed so that 
the physician inserting the DDS (at our Institute, the Anesthetist) was aware of the geometry of 
RT treatment fields for each patient.  When clinically possible, the Anesthetist should insert the 
DDS on the contralateral side of the treated breast. Gafchromic® EBT films (France) were placed 
between slabs of a solid water phantom, in a direction that was parallel to the direction of the 
electron or photon beam. The DDS was positioned flat on top of the phantom. Two beam qualities 
were used: electrons of 12 MeV and photons of 4 MV, as they represent the beam qualities that 
are mostly used to irradiate supra clavicular nodes. Gafchromic films were scanned with a Vi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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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ner and dose profiles were extracted at a depth of 2.7cm representative of the 
average clinical depth of SCN. 
RESULTS   We retrospectively looked at fifty consecutive breast patients with 24 left side breast 
cancers. In 100% of cases the implantable port was inserted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treated 
breast: 24 were place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tient, and 24 on the left side.  
There were 2 cases of bilateral breast cancers, of them only one with supra-clavicular RT 
fields.  In her case the implantable port was placed at distance from the upper field border. Film 
measurements have shown that the DDS provoked an under dosage of up to 45% of the 
prescribed dose with electrons and up to 15% with photons due to the presence of titanium in the 
device. Moreover the dose distribution underneath the DDS was very inhomogeneous. 
CONCLUSION  Positioning the DDS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radiation fields when clinically 
possible is feasible and is recommended. It was possible to design a workflow that allowed the 
anesthetist or surgeon to anticipate on which side the port should be implanted. For the clinical 
cases where the DDS could not be placed outside the treated areas, dosimetric considerations 
must be given: the use of electrons should be avoided and a special care should be given to 
treatment planning to compensate for under dosage. 
 
 
PN-045 

Combination of radiotherapy and double blockade HER2 

with pertuzumab and trastuzumab in HER2 positive 

metastatic or locally recurrent unresectable breast 

cancer: assessment of toxicity. 
 

Z Ajgal,De Percin S,Loirat D,Pierga JY,Campana F, Fourquet A,Youlia M. Kirova 

Institut Curie， Paris， France 200025 

 

Background  The tolerance of the concurrent use of radiotherapy (RT), pertuzumab (P) 
and  trastuzumab (T) is unknown. This combination can 
become frequently used in a metastatic and/or in an adjuvant setting.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early toxicity of this association in patients (pts) treated for HER2 positive 
metastatic and/or locally recurrent unresectable breast cancer. 
Material and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performed in a population of 23 its treated in a 
single institution between 2013 and 2015. RT was performed while pertuzumab and trastuzumab 
were administrated as a maintenance treatment at the dose of 420mg (total dose) and 6mg/kg 
respectively every 3 weeks. Toxicity was assessed according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 version 4.0.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was 
measured at baseline and then every 3 to 4 months. 
Results  Median age was 47 years old (33-85). 15 pts were metastatic at diagnosis and 9 pts had 
relapsing disease. All pts were treated in first metastatic line and received 6 cycles of P-T and 
paclitaxel including a loading dose of antibodies (P=840mg, T=8mg/kg).  All pts presented a 
good partial or complete response according to RECIST criteria allowing maintenance treatment 
with P-T. Median total doses administrated of P and T were 6720 and 6308mg respectively. 
Before and during radiation, median total doses were 4200 and 3808mg respectively. Irradiation 
volumes were whole breast (8 pts) and chest wall (9 pts) at a dose of 50 Gy with a median 
duration of 39 days.  Radiotherapy of the lymph nodes was performed in 16 patients with RT of 
the supraclavicular nodes in 16pts, the axillary area in 9 pts and the internal mammary nodes in 
9pts. For 5 pts RT was palliative: bone irradiation (4 pts), whole-brain RT (1 pts). Since the start 
of RT, median follow up was 7.3 months (1.2-18.9), from the date of diagnosis it was 13.8 months 
(6.3-23.4). Two pts presented an asymptomatic grade II decrease of LVEF requiring no treatment 
discontinuation and one presented a grade III requiring a 3 months discontinuation of P and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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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pts presented asymptomatic radiation pneumonitis: one grade I and one grade II. Acute skin 
toxicity was grade III (one patient with inflammatory tumor), grade II (6 pts), grade I (5pts).  
Conclusion  In this exploratory study, the toxicities are expected, manageable and similar 
to these encountered with trastuzumab alone. Results of randomized trial in locally recurrent and 
metastatic tumors are needed with longer follow up and prospective design to confirm our results. 
 
 
PN-046 

术后放疗对高 KI67 乳腺癌生存影响分析  
 

李振生 张钧 韩慧娜 孔德友 孔洁 张安度 张舰 尚宇光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疗科 050035 

 

目的  KI67 用于乳腺癌（BC）分子亚型分类并指导临床。通过分析时多因素 Cox 比例风险不同模

型下的风险比（HR）能独立评估术后放疗 (RT) 在 KI67 高表达人群中对生存价值的影响。 

方法  收集我院 2008 年首次单侧 BC 乳房切除术 653 例，随访至 2014 年 7 月 1 日，记录复发，转

移，死亡或失联时间事件。分析 RT(有/无)与 KI67（低/高）对 OS 和 DFS 单独和联合影响。协变

量包括年龄，绝经前，ALND,病理，组织分级，肿瘤大小，LN
+ 

4 组（0，1-3，4-9，≥10），LVI
+

和 BC 亚型 4 组（ER/PR+/HER2-，ER/PR+/HER2-，HER2，ER- PR-/HER2-)。评估 HR 和 p 值 

(ns=p>0.200) 。 

结果  平均年龄 51.4 岁，绝经前 52％，ALND99.5％，导管癌 71％，组织 1/2 级 59％，LVI
+
 29%, 

高 KI67（>14%, KI67
H） 49.5% , KI67 未测量 56 例，术后化疗 99.5%,RT27％，内分泌治疗 

71％，LN
+ 

4 组分别为 366，154，70 和 63 例。中位随访 71.4 月，总死亡率 10.6%（69）、失败

率 14.9%（96）。按 RT
-
 KI67

L
(病人数 212)，RT

-
 KI67

H
 (213),RT

+
 KI67

L
(62)，RT

+
 KI67

H
(110)排

列，其累计死亡率为 6.6% , 9.4% ,14.5% 和 17.3% 。失败率为 7.1%, 14.1%, 24.2% 和 26.4% 。

传统 Cox 多变量分析示 RT*KI67 交叉项无统计学意义；KI67 高与低相比,OS 和 DFS 的 HR 分别

为 1.141 (ns)和 1.385（ns）；有 RT 与无相比，OS 和 DFS 的 HR 分别为 0.571(p = 0.155), 

0.581( p=0.088)，提示放疗益处但无统计意义。二维 Cox 多变量分析示 OS 的 HR 为 1.518（RT
-
 

KI67
L，ns），1.835（RT

-
 KI67

H，ns），0.939（RT
+
 KI67

L，ns），1.000（RT
+
 KI67

H，ref.）；

DFS 的 HR 是 1.129（RT
-
 KI67

L，ns），2.216（RT
-
 KI67

H，0.026），1.045（RT
+
 KI67

L，

ns），1.000（RT
+
 KI67

H，ref.）。 

结论  术后放疗能改善高 KI67 乳腺癌人群无病生存率 1.22 倍。 

 
 
PN-047 

医疗保险类别与乳腺癌患者放疗期间焦虑抑郁的关系分析 

 
李振生 耿文慧 尹俊普 张钧 申晓菲 申东星 张媛媛 李姗姗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疗科 050035 

 

目的  焦虑和抑郁在乳癌术后放疗中常见，影响因素复杂。多因素分析评估常见医疗保险类别对该

人群焦虑和抑郁变化影响。 

方法  收集 11/2013-02/2015 在我科首次行单侧乳房切除术后放疗病人 274 例。保险分为―市医保‖

（市）和―新农合‖（新）。病人首次放疗前和结束时，填写《医院焦虑抑郁量表》评估焦虑分数和

抑郁状态分数，和程度分级（0-7 分正常，8-10 分中间，11-21 分异常）。分析终点包括分数变

化，疗后―非正常‖率，和分数增加者率。非参数方差分析和多因素逻辑回归（MLR）来评估两医保

组在以上指标间差别。协变量有年龄、BMI，TNM 分期、左右侧、教育程度以及自评家庭收入分

类。比较疗后―非正常‖率时，疗前焦虑或抑郁的―非正常‖状态存在与否作为额外调节变量。 

结果  50 人在―市‖，224 人在―新‖。平均年龄和 BMI 是 46.2 岁和 26.8。I，II，III/IV 期为 26，143，

87 例,不能分期 18 例。文盲/小学 32 例，中学 142 例，高中 55 例,大学及以上 45 例。低和中/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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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为 190 和 84 例。焦虑分数变化平均值±标准差，―市‖为 -0.14±2.25，―新‖组为 0.41±2.53。抑郁

分数变化在 ―市‖ -0.02±3.04， ―新‖ 0.72±2.63。均不符合正态分布，K-W 秩和检验示组间 p 值 0.08

（焦虑）和 0.04（抑郁）。焦虑―非正常‖率，―市‖组，放疗前后为 16.3%和 14.0%，在―新‖组分别

为 21.5%和 26.1%；抑郁―非正常‖率，在―市‖组，放疗前后分别为 24.0% 和 18.0%，在―新‖组分别

为 22.8%和 29.4%。MLR 示―市‖ (与―新‖相比) 焦虑―非正常‖率几率比[OR]95%置信区间(CI),p 值为

0.517(0.197-1.359,p=0.18), 抑郁―非正常‖率 OR 为 0.315(0.106–0.931,p=0.04)。在焦虑分数增加

者率上，―市‖和―新‖组分别为 30.0%,46.0, MLR 示―市‖OR 0.681(0.323-1.436,p=0.31)。在抑郁分数

增加者率方面，―市‖和―新‖组为 28.0%,48.2%, MLR 示―市‖OR 0.385(0.178–0.835,p=0.02)。焦虑方

面有同样趋势但无统计差别，可能与―市‖人群小有关。 

结论  报销份额较高―市医保‖与―新农合‖相比，在放疗期间有低抑郁分数异常率和评分增加者率。 

 
 
PN-048 

78 例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 T3N0M0 患者临床特点分析 

 
李帅 唐玉 房辉 王维虎 宋永文 刘跃平 卢宁宁 陈波 唐源 李宁 刘新帆 余子豪 王淑莲 李晔雄 

国家癌症中心，医科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100021 

 

目的  分析乳腺癌术后分期为 T3N0 患者的一般临床特征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1999-2014 年收治的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患者共 11288 例，筛选术后

T3N0M0 患者标准为：术后病理提示肿瘤体积大于 5cm 且腋窝淋巴结未见转移，未接受新辅助化

疗及内分泌治疗，且无远地转移及其他第二原发癌；符合条件者共 78 例，其中女性乳腺癌 77 例，

男性乳腺癌 1 例，其中左侧乳腺癌 29 例，右侧 49 例；全组患者中位年龄 47 岁（23-88 岁）；术

后病理肿瘤中位体积大小 6cm（5-15cm），其中术后病理提示浸润性导管癌 67 例，浸润性小叶癌

2 例，髓样癌 3 例，粘液腺癌 6 例；免疫组化 ER 阳性患者 32 例，阴性 42 例，不详 4 例；PR 阳

性 34 例，阴性 39 例，不详 5 例；术后行辅助放射治疗患者 40 例（51.3%），2007 年前辅助放射

治疗比例为 61.7%,2007 年后为 43.2%；行辅助化疗患者 67 例（85.9%），2007 年前辅助化疗比

例为 85.3%，2007 年后为 86.7%。Kaplan-Meier 法计算放疗组与非放疗组的总生存率（OS）及

局部区域复发率（LRR），并用 Logrank 法检验。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79 个月，放疗组患者中位年龄 42 岁（23-73 岁)，中位术后病理肿瘤大小 6cm

（5-15cm），行辅助化疗比例 97.5%，非放疗组患者中位年龄 52 岁（31-88 岁)，中位术后病理肿

瘤大小 6cm（5-9cm），行辅助化疗比例 73.7%；全组患者 8 年 OS 为 88.6%，其中放疗组与未放

疗组患者 8 年 OS 分别为 83.8%与 95.5%（P = 0.126），仅未放疗组有 1 例患者于术后 51 个月出

现胸壁复发（8 年 LRR 为 4.2%）。 

结论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 T3N0M0 患者发生率较低，总体预后相对较好，未放疗组患者局部区域

复发率相对较低；随着化疗的普及，术后病理为 T3N0 患者可能不需全部接受放射治疗，但仍需大

样本的病例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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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049 

术后辅助曲妥珠单抗（赫赛汀）降低 HER2 阳性、改良根治术后

未放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局部区域复发率 

 
景灏 王淑莲 唐玉 张江鹄 王健仰 刘清峰 刘伟欣 李帅 李晔雄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 放射治疗科 100021 

 

目的  HER2 高表达（HER2+）的乳腺癌患者无病生存率相对低，针对 HER2 的靶向治疗（曲妥珠

单抗/赫赛汀）改善患者预后。作为高危复发指标，HER2+常作为改良根治术后运用放疗的考虑因

素，但在靶向治疗年代它对放疗决策的影响仍在研究中。本研究回顾分析 HER2+的早期乳腺癌患

者，评估针对 HER2 的辅助靶向治疗是否可降低局部区域复发率（LRR）。 

方法  抽取本中心诊治的非远地转移、早期、HER2+（免疫组化 3+，或 FISH 扩增）的乳腺癌患

者，分析仅接受了改良根治术而未行局部区域放疗的患者。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LRR 的风险因素，

K-M 计算、Log-rank 比较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率（LRRFS），Cox 回归寻找独立预后因素。 

结果  1998.1-2014.12，共 646 例患者满足条件，其中 196 例接受辅助赫赛汀治疗。接受或未接收

赫赛汀的患者，除中位年龄（49 vs 52 岁）、未绝经比例（57 vs 41%），pN0 比例（70 vs 

51%），受体阳性接受内分泌治疗比例（94 vs 84%），辅助化疗比例（98 vs 81%）外，其他预

后因素无明显差异。中位随访 51 月（0-191 月），65 例患者复发（10.1%），其中局部复发，区

域复发，远转分别有 11（1.7%），27（4.2%），51（7.9%）例。Logistic 回归发现无赫赛汀与高

LRR 有关（HR 4.2，95%CI 1.6-10.9, p=0.003），其余相关因素有血管间隙受侵、病理 N 分期、

病理肿瘤大小。五年 LRRFS 在接受及未接受赫赛汀的患者分别为 98.8 vs 91.6%（Log-rank，

p=0.008）。AJCC7 分期 IA, IB+IIA, IIB 三组患者接受和未接受赫赛汀，5-LRRFS 分别为 100 vs 

92.3%（N=198， p=0.047），98.3 vs 93.1%（N=246，p=0.14），96.3 vs 90.7%（N=165，

p=0.34）。Cox 回归证实使用赫赛汀为 LRRFS 的良好独立预后因素（OR 4.5，95%CI 1.02-19.9, 

p=0.048）。 

结论  HER2+早期乳腺癌患者接受赫赛汀为 LRRFS 的良好独立预后因素。本回顾性研究发现未放

疗但使用赫赛汀的患者 LRR 较低，故对于完成了改良根治术及辅助化疗的中低危患者，放疗可能

仅需要应用在因经济原因无法接受靶向治疗的患者中。 

 
 
PN-050 

保乳术对 T1-2N1 乳腺癌在疗效上不优于改良根治术 

 
孙广毅 王淑莲 唐玉 金晶 宋永文 王维虎 刘跃平 房辉 任骅 刘新帆 余子豪 李晔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探讨保乳或改良根治术对 T1-2N1M0 期乳腺癌疗效的影响。 

方法  回顾分析 1999-2013 年收治的乳腺癌患者，未行新辅助治疗，行保乳或全乳切除+腋窝淋巴

结清扫术，分期为 T1-2N1M0，保乳术后均行放疗。2776 例符合条件，中位年龄 49 岁。改良根治

术（MRM）2484 例，其中 580 例（23.3%）行术后放疗（MRM+RT）；保乳术（BCT）292 例。

全组有 92.7%行术后化疗，4.9%行赫赛汀靶向治疗。2148 例 ER 和/或 PR 阳性患者有 87.7%行内

分泌治疗。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复发率，Log-rank 法检验，Cox 风险比例模型多因素分析。 

结果  中位随访 59 个月。BCT 和 MRM 组的 5 年总生存率（OS） 为 97.9% 和 92.9%

（P=0.014），5 年局部区域复发率（LRR）为 2.3% vs 6.1%（p=0.022）。MRM 病人，单纯手术

和术后放疗的 5 年 OS 为 92.7%和 93.5%（p=0.037），5 年 LRR 为 6.3%和 5.2%（p=0.188）。

进一步分析，BCT 组的 5 年 OS 显著高于单纯 MRM（p=0.007），与 MRM+RT 无显著差别

（p=0.160）；BCT 组的 5 年 LRR 显著低于单纯 MRM（p=0.016），与 MRM+RT 无显著差别

（p=0.094）。单因素分析：年龄≤60 岁、病理Ⅰ-Ⅱ级、T1、Luminal 型、无脉管瘤栓、保乳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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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放疗、化疗和内分泌治疗是 OS 的良好预后因素（P＜0.05），年龄＞60 岁、病理Ⅰ-Ⅱ级、

T1、淋巴结转移数为 1 个、luminal 型、保乳术、术后放疗和内分泌治疗是 LRR 的良好预后因素

（P＜0.05）。多因素分析：年龄（p=0.009）、T 分期（p<0.001）、分子分型（p=0.009）和化

疗（p<0.001）是 OS 的独立预后因素，放疗（p=0.054）和内分泌治疗（p=0.063）有显著改善

OS 的趋势。年龄（p=0.034）、T 分期（p=0.002）、分子分型（P<0.001）、术后放疗

（P=0.001）、淋巴结转移数（P＜0.001）是 LRR 的独立预后因素。手术方式对 OS（p=0.388）

和 LRR（p=0.836）无显著影响。 

结论  T1-2N1 期的乳腺癌患者，手术方式对预后无显著影响，术后放疗可以降低局部区域复发率，

改善总生存率，提示改良根治术后可能也需要予以积极的术后放疗。 

 
 
PN-051 

保乳术留置银夹与否对放疗瘤床靶区大小的影响 

 
刘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32 

 

目的  研究根据乳腺癌保乳术术腔留置银夹勾画的放疗瘤床靶区大小与根据体表铅丝标记疤痕勾画

的放疗瘤床靶区大小的差异。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到 2015 年 12 月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疗科保乳术后放疗的患者 34

例 , 均经术后病理证实为 T1-2N0 

M0 期乳腺癌。患侧乳腺术腔内留置有银夹标记者 24 人，体表根据手术乳腺处疤痕长短及位置标记

铅丝者 10 人。所有患者均取仰卧位制作真空垫扫描 CT 定位 ,患者在平静呼吸状态下扫描图像传治

疗计划系统。根据勾画术腔中所有的银夹确定放疗瘤床加量的位置及范围大小（mm
3）,或根据勾

画体表铅丝标记确定瘤床加量的位置及范围大小（mm
3），评估两组之间的差异。 

结果 银夹组的瘤床大小均值为 92.5 mm
3，铅丝标记组的瘤床大小均值为 70 mm

3，根据独立样本 t

检验两者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随着创新美容手术方式的推广，仅根据表皮疤痕放置铅丝定位瘤床靶区的大小与位置不能满

足临床放疗需要，推荐手术医师为配合术后放疗在手术中用银夹标记原乳腺肿块所在位置。 

 
 
PN-052 

乳腺导管内原位癌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刘伟欣 王淑莲 唐玉 金晶 宋永文 王维虎 刘跃平 房辉 任骅 刘新帆 余子豪 李晔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研究目的  分析乳腺导管原位癌的临床病理特点、生存结果及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99 年 1 月至 2014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乳腺导管内原位癌不伴有局灶浸润患者

620 例。中位年龄 48 岁（16-83 岁），<45 岁患者占 36.0%。31 例（5%）术后病理为多灶性病

变，2 例患者切缘阳性。病理低/中/高级别患者分别占 18.5%，8.4%，25.8%。383 例患者

（61.8%）行全乳切除术，237 例（38.2%）行保乳术。全乳切除组 181 行腋窝清扫（47.3%），

96 例行前哨淋巴结活检（25%），保乳术组 29 例腋窝清扫（12.2%），45 例（19.0%）前哨淋巴

结活检。保乳术组 144 例（60.8%）接受术后放疗，其中 31 例瘤床补量。3 例乳腺全切患者接受

胸壁及区域淋巴结放疗。438 例（70.6%）激素受体阳性，其中 361 例（82.4%）接受内分泌治

疗。46 例（7.4%）接受化疗。138 例 Her2 阳性患者无一例接受靶向治疗。Kaplan-Meier 计算复

发生存率，Log-rank 检验比较生存差异。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47 个月，16 例复发转移，以局部区域失败为主。10 例死亡，其中 2 例死于乳

腺癌。全组 5 年总生存率（OS）、局部区域控制率（LRC）为 98.9%，97.1%。乳腺全切组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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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组比较，全切组有更多不良预后因素如高级别、激素受体阴性、Her2 阳性、肿瘤>2.0cm，两组

5 年 OS 无显著差异（OS：99.4% vs 98.2%，P = 0.510）；乳腺全切组比保乳组有较高的 5 年

LRC（99.1% vs 94.1%，P < 0.001）。保乳术后放疗较单纯保乳术显著提高 5 年 LRC（95.2% vs 

93.3%，P = 0.004），但两组 5 年总生存率无差异。保乳术后放疗瘤床加量未进一步改善 5 年

LRC（90.2% vs 97.0%，P = 0.220）。 

结论  乳腺导管内原位癌预后极好，保乳治疗与乳腺全切的总生存相似，保乳术后放疗可进一步提

高局部区域控制率但不影响生存率，瘤床补量未进一步改善局控。 

 
 
PN-053 

T1-2N1 乳腺癌患者保乳术后放疗后预后分析 

 
唐玉 王淑莲 李晔雄 张江鹄 景灏 王健仰 荣庆林 李帅 刘伟欣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分析 T1-2N1 乳腺癌患者保乳术后放疗后的疗效及相关危险因素，探索区域淋巴结照射在此

类患者中的治疗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1999-2013 年间于我院接受保乳术后放疗的 T1-2N1 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

采用 Kaplan-Meier 法分析患者的总生存（OS）、无复发生存（DFS）、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

（LRFS）及无远转（DMFS）生存。采用 Log-rank 法进行不同亚组的生存比较。采用 Cox 回归进

行预后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  研究共纳入 286 名患者，中位年龄 45 岁（范围：26-76），其中 T1 病变占 73.1%（209

例）。82.5%（236 例）的患者 ER 或 PR 阳性，15.4%（44 例）的患者 HER-2 阳性，11.5%(33

例)的患者为三阴型乳腺癌。96.5%（276）的患者接受了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另有 10（3.5%）名

患者仅接受了腋窝前哨淋巴结活检术。接受腋窝淋巴结清扫术的患者中位淋巴结清扫数为 18 枚

（7-41）。术后全部患者均接受了患侧乳腺的放疗，其中 25 名患者（8.7%）还进行了锁骨上淋巴

结区域照射。92.7%（265）的患者接受了术后化疗，HER-2 阳性的患者中，52.3%（23）接受了

赫赛汀靶向治疗。90.3%（213）ER/PR 阳性的患者接受了内分泌治疗。 

中位随访时间 54.9 个月（范围：7.1-187.7）后，全组患者中出现了 34 例复发（11.9%），其中局

部区域复发 16 例（5.6%），包括 4 例患侧乳腺内复发，2 例腋窝复发，8 例锁骨上复发及 7 例内

乳区复发。远处转移 22 例（7.7%）。10（3.5%）例患者在随访期间死亡。5 年 OS、DFS、

LRFS 及 DMFS 分别为 96.4%、90.7%、95.8%及 92.0%。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脉管瘤栓、淋

巴结包膜外受侵及 T 分期是影响患者 DFS 及 LRFS 的预后因素，且在多因素分析中仍然成立。同

时，HER-2 也是影响患者 LRFS 的独立预后因素。锁骨上淋巴结区域照射对患者的 DFS

（5yDFS：83.7% vs. 90.3%，p=0.52）、LRFS（5yLRFS： 88.9% vs. 96.2%，p=0.77）均无影

响。 

结论  T1-2N1 患者保乳术后放疗后总体预后良好，年龄、T 分期、脉管瘤栓及淋巴结包膜外受侵是

可能的预后影响因素。区域淋巴结照射在这部分患者中的价值尚不能肯定。 

 
 
PN-054 

放射治疗前后血清 YKL-40 变化对乳腺癌患者预后判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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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肃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2.兰州百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目的 探讨放射治疗前后血清 YKL-40 变化对乳腺癌患者预后判断的价值。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699 

 

方法 采用抽签法随机选取 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12 月就诊甘肃省肿瘤医院放疗科的 100 例乳腺

癌患者和同期行乳腺癌筛查确诊为健康者 30 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健康对照组及乳腺癌患

者放射治疗前后血清 YKL-40 水平。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1）30 例乳腺癌患者放射治疗前、后血清 YKL-40 水平分别为（104.21±22.07） ng/ml 和

（90.14±23.85） ng/ml,均高于健康对照组（49.04±9.61） ng/ml（t=12.491、 8.673，P 均＜

0.001），100 例乳腺癌患者放疗前后血清 YKL-40 水平分别为（102.17±22.04） ng/ml 和

（91.67±29.18） ng/ml，放射治疗后血清 YKL-40 水平逐步下降（t=4.002，P＜0.001）。（2）

CEA 和 CA153 阳性患者血清 YKL-40 水平在放射治疗后较放射治疗前均明显降低[CEA：

(87.26±30.28） ng/ml 比(107.23±25.54） ng/ml ，CA153：（77.52±31.01） ng/ml 比

（108.12±19.95） ng/ml，t=5.443、 4.750, P 均＜0.001]。（3）无论是放疗前，还是放疗后，

CEA 阳性患者与阴性患者血清 YKL-40 水平均接近（t=1.414、-0.992，P=0.164、0.523）；而在

放射治疗后，CA153 阳性患者血清 YKL-40 水平却明显低于 CA153 阴性者（t=-2.559，

P=0.015）。(4)12 例乳腺癌患者放疗后血清 YKL-40 浓度较放疗前升高，88 例放疗后血清 YKL-40

浓度较放疗前降低，两组在随访期内（36 个月）局部复发率分别为 66.7%(8/12）和 18.6%

（16/88），χ
2
=7.157，P=0.007；两组远处转移率分别为 50%（6/12）和 13.6%（12/88），

χ
2
=11.081，P=0.001。两组 1、2、3 生存率分别为 91.7%、83.3%、66.7%和 97.7%、93.2%、

86.4%（χ
2
=4.050，P=0.044）。 

结论 YKL-40 在乳腺癌患者血清中具有较高的表达水平，放射治疗期间联合检测血清 YKL-40、

CEA 和 CA153，对患者预后的评判具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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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1 

Comparison of long-term survival of temozolomide-based 

chemoradiotherapy and radiotherapy alone for patients 

with low-grade gliomas after surgical re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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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宝生

1
 

1.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 

2.济南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目的 比较低级别胶质瘤术后替莫唑胺同步放化疗与单纯放疗的生存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我院 2011 年 6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期间 83 例接受手术治疗的低级别胶质瘤患

者，其中 14 例失访。另外 69 例患者中，31 例接受术后替莫唑胺同步放化疗（TMZ+RT），38 例

仅行单纯放疗(RT-alone)。TMZ+RT 组的患者每日口服替莫唑胺 50mg-100mg，直至放疗结束。两

组患者均在术后 2-4 周接受放射治疗，以磁共振 T2 加权图像（T2WI）中的强化残余病灶及手术空

腔为大体肿瘤体积（GTV）、外放 2cm 为计划靶区（PTV）行三维适形常规放射治疗（3D-

CRT），剂量至 50Gy 时将 PTV 外放范围缩至 1cm，总剂量达 50Gy-66 Gy。治疗过程中的毒性反

应对症治疗后均缓解。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 33 个月且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06）。2 年无进展生存率（PFS）

TMZ+RT 组明显优于 RT-alone 组（83.9% vs. 60.5%, P=0.037），但 2 年总生存率（OS）两组之

间无显著性差异(P=0.861)。此外，与预后相关的危险因素中，年龄（≥45 岁和＜45 岁）及术后是

否残余与 OS 明显相关（P=0.03; P=0.004）。 

结论 替莫唑胺同步放化疗能明显提高术后低级别胶质瘤患者的 2 年 PFS，但对 2 年 OS 无影响。

年龄及术后是否残余可作为预测预后的相关因素。此外，替莫唑胺同步放化疗对术后低级别胶质瘤

长期生存率的影响以及相关危险因素与长期生存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 

 
 
PO-002 

术后 IMRT 同期推量放化疗治疗高级别胶质瘤的临床疗效观察 

 
徐华 张学成 姜鹏 贺选 

武警陕西省总队医院 710054 

 

目的  探讨术后 IMRT 同期推量放疗联合替莫唑胺化疗治疗高级别脑胶质瘤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选择 2013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我科治疗的高级别脑胶质瘤患者 25 例（WHO III 级 11 例，

WHO IV 级 14 例），所有患者均经手术病理确诊。给予 IMRT 同期推量放疗，采用三层靶区：

PGTV 为增强 MRI 所示术区及残留肿瘤均匀外放 0.3cm，PTV-High 为 PGTV 均匀外放 1cm，

PTV-Low 为 PGTV 均匀外放 2cm，并根据危机器官及骨性结构做相应修改，PGTV 给予

69.6Gy/29F，PTV-High 给予 60.9Gy/29F，PTV-Low 给予 52.2Gy/29F。同期口服替莫唑胺化疗，

化疗剂量 75mg·（m
2
·d）。治疗结束后 1 月开始继续行替莫唑胺 5/28 方案辅助化疗，150-

200mg·（m
2
·d），共 6 周期。 

结果  随访 4-29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 17.9 个月，1 年和 2 年的总生存率分别为 88.1%和 68.7%，1

年和 2 年的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 72.1%和 57.6%。共 6 例（24%）患者出现肿瘤进展，2 例患者发

生在照射野内，4 例患者发生在照射野外。全部患者均按计划完成治疗，不良反应主要为 I-II 度骨

髓抑制和 I 度消化道反应，无 III、IV 度不良反应发生，3 例患者于治疗后 2-4 个月出现假性进展。 

结论  高级别脑胶质瘤术后行 IMRT 同期推量放化疗可在危机器官受到良好保护的前提下提高局部

放疗剂量，不良反应可耐受，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有可能提高肿瘤局部控制率及延长总生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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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03 

肿瘤标记物阳性的鞍区生殖细胞肿瘤的非手术治疗 

 
蔡林波 赖名耀 王立超 甄俊杰 洪伟平 山常国 周江芬 李娟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  2015 年柳叶刀肿瘤杂志有关颅内生殖细胞肿瘤诊疗共识指出结合影像学及血清和脑脊液肿瘤

标志物升高，不需手术活检即可作出颅内生殖细胞肿瘤的诊断，并强调非生殖细胞瘤患者应接受放

化疗以增加治愈机会。本文回顾性分析血清和脑脊液 β-HCG 和（或）AFP 阳性的鞍区生殖细胞肿

瘤放化疗为主非手术治疗疗效。 

方法  2009～2015 年我科收治 15 例血清和脑脊液 β-HCG 和（或）AFP 升高鞍区生殖细胞肿瘤患

者。男 11 例，女 4 例，中位年龄 20 岁。14 例尿崩，4 例视力下降，2 例视野缺损；15 例皮质醇

功能低，13 例甲状腺功能低；2 例血清 AFP 阳性，4 例血清 β-HCG 阳性，3 例脑脊液 β-HCG 阳

性，1 例血清及脑脊液 AFP 阳性，5 例血清及脑脊液 β-HCG 阳性；鞍区 7 例，鞍区及鞍上 2 例，

鞍区及松果体 3 例，鞍区伴颅内播散 3 例；所有患者根据影像学及升高肿瘤标志物临床确诊。采用

放疗联合化疗治疗非手术治疗，11 例局部照射+全中枢放疗，4 例全中枢+局部照射野放疗，其中 5

例对放疗后残留病灶行 SRS 推量，全中枢剂量 23.4～36Gy，局部剂量 20～24Gy，SRS 推量

10Gy；放疗后 1 月行 BEP 方案化疗，中位疗程 5（1～6 程）。 

结果  截止 2016 年 3 月全部随访，中位随访时间 52 月（5～78 月）；6 例视力好转，5 例视野改

善；15 例均需激素替代治疗；治疗后 1 月血清肿瘤标志均降至阴性能；治疗后 3 个月 MRI 评价，

10 例 CR(7 例为 β-HCG 轻度升高），5 例 PR；随访期内 4 例死亡，2 例因肿瘤复发，1 例肺部感

染，1 例原因不明。中位 OS67 月，4y-OS 75%。 

结论  鞍区 β-HCG 和（或）AFP 升高生殖细胞肿瘤可首选放化疗为主的非手术治疗，单纯 β-HCG

轻度增高患者疗效好，并强调治疗前、中、后内分泌功能评估及激素替代治疗。本组病例数较少还

需进一步观察和随访。  

 
 
PO-004 

34 例最大径≥4cm NSCLC 脑转移瘤的疗效报道及预后因素分析 

 
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SRS 是 NSCLC 脑转移瘤的主要治疗手段，适用于病灶直径≤3cm 和病灶数 1～3 个患者，

但对最大径≥4cm 病灶治疗仍然是个难点。本文报道 34 例最大径≥4cm 的 NSCLC 脑转移瘤疗效并

探讨预后因素。方法：2006～2015 年我科收治最大径≥4cm 的 NSCLC 脑转移瘤患者 34 例，男 23

例，女 11 例，中位年龄 59 岁，中位 KPS 80 分；23 例合并颅外转移；RPA I 级 9 例，RPA II 级

14 例，RPAIII 级 11 例；鳞癌 4 例，腺癌 30 例，EGFR 突变 2 例；幕上 22 例，幕下 5 例，幕上

下 7 例；病灶总数 115 个，≥4 个 9 例；最大病灶中位体积 28.3cc(16.2～71.5)，病灶中位总体积

33.4cc(16.2～116.1)；13 例行 SRS，12 例行 FSRS(2～3 次)，其中 12 例 SRS(FSRS)+WBRT；

1 例仅手术治疗；8 例术后行放疗，其中 2 例行 WBRT+SRS，5 例行 3D-CRT，1 例行 3D-

CRT+SRS；14 例行辅助化疗；6 例行 TKI 治疗。治疗后 3 月复查头颅 MRI 并采用 RECIST 标准

评价疗效；采用 SPSS17.0 行统计分析。结果：截至 2016 年 3 月，全部患者随访，中位随访时间

15 月(3～44)。治疗后 3 月，6 例 CR，13 例 PR，4 例 SD，6 例 PD，5 例无 MRI；全组患者中位

PFS 6 月，中位 OS 16 月，1y-OS 67.5%，2y-OS 37.3%。KPS≥70 vs KPS＜70(p=0.73)，RPA

分级(p=0.94)，病灶数 1～3vs ≥4(p=0.51)，手术 vs 非手术(p=0.18)，化疗或 TKI(p=0.09)，最大病

灶体积＜28.3cc(p=0.04)。结论：最大径≥4cm 的 NSCLC 脑转移瘤行 SRS(FSRS)是可行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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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劣于手术联合放疗。KPS、RPA、病灶数与预后无关，最大病灶体积与预后相关，并强调化疗或

TKI 治疗，但需观察更多病例。 

 
 
PO-005 

贝伐珠单抗治疗脑转移瘤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后放射性脑坏死

的临床 

 
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摘要：目的：研究我中心使用贝伐珠单抗治疗脑转移瘤放射性脑坏死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

析 2011 年 7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我院接受贝伐珠单抗治疗的 SRS 治疗后放射性脑坏死的脑转移

瘤患者 9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了 MRI 成像及磁共振灌注成像，4 例患者接受了 PET/CT 成像。诊断

放射性脑坏死基于临床及影像学特点。使用磁共振 T1 增强及 T2 压水相评估放射性坏死病灶在贝

伐珠单抗治疗前后的体积变化。所有患者在治疗前，治疗后 1 月、3 月、6 月接受 MRI 评估疗效。

记录了相关的临床症状，并对症状进行记录。贝伐珠单抗治疗前后的激素使用量及脱水药物用量，

贝伐珠单抗治疗前后的 KPS 评分、GPA 评分。结果：分析了 9 例患者的 10 个病灶，男性 4 例，

女性 5 例。年龄范围为 50-62 岁，中位年龄 55 岁。放射治疗前中位的转移病灶数为 1 个。全脑放

疗的剂量为 30-36Gy，中位剂量为 30Gy。SRS 的治疗剂量为 18-35Gy，中位剂量为 18Gy。从末

次放疗至诊断为放射性脑坏死的平均时间为 12 月。患者接受贝伐珠单抗治疗的剂量为 5-10mg/kg 

/2w。接受的治疗平均疗程数目为 3.4 疗程。治疗前 T1 增强的平均病灶体积为：17.9cm3，治疗后

1 月、3 月、6 月复查在 T1 增强上的平均病灶体积为 11.4cm3，6.7cm3,11.12cm3（P=0.007）。

治疗前 T2 Flair 信号上的平均体积为 98.6cm3，治疗后 1 月、3 月、6 月的平均水肿体积为

54.4cm3、42.5cm3、63.1cm3（P=0.001），较前明显缩小。接受贝伐治疗后激素由原有剂量至

减少至半量的中位时间为 3 天。治疗前的中位 KPS 为 50 分，治疗后的中位 KPS 为 70 分，有明显

差异（P=0.001）。全组患者行贝伐治疗期间未发现高血压，蛋白尿，颅内出血等不良事件发生。

结论：贝伐珠单抗治疗脑转移瘤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脑坏死有效，有效性主要表现为影像学水肿带

及增强信号的好转及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  

 
 
PO-006 

毛细胞黏液样星形细胞瘤 11 例报告 

 
蔡林波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510510 

 

 

目的：回顾性分析 11 例毛细胞黏液样星形细胞瘤（pilomyxoid astrocytoma，PMA，WHO II 级）

患者的临床资料，报道患者预后，探讨最佳治疗模式。  

方法：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1 月我科共收治 11 例术后病理确诊毛细胞黏液样星形细胞瘤，其

中男性 4 例，女性 7 例，中位年龄 21 岁（7～57）。手术全切 6 例，部分切除 4 例；次全切 1

例；3 例全切和 2 例部分切除患者术后放疗，Dt=5400cGy； 1 例术前全脊髓播散患者部分切除后

行全中枢放疗 Dt=3600cGy，局部瘤床推量至 5400cGy，放疗后辅助替莫唑胺化疗。分析病人生存

状况，比较单纯手术与术后放疗组 OS。  

结果：随访至 2016 年 3 月，中位随访时间 16 个月（4～50），中位 OS 为 19 个月，1-y OS 分别

为 90.9%。两组患者 OS 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84）。5 例单纯手术患者，4 例存活至随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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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1 例术后 5 月死于肿瘤复发。6 例术后行放化疗患者中，2 例全切及 2 例部分切除放疗后仍存

活，2 例死因不明。但对比两组术后 3 月 KPS，术后放化疗组明显优于单纯观察组。  

结论：PMA 发病率低，预后不良，手术切除是最主要治疗手段，放化疗的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  

 
 
PO-007 

局部调强联合全脑适形放疗治疗脑寡转移瘤 1 例 

 
刘春雷 白志军 何池泉 吴迪 刘英光 齐丹丹 李尚鑫 李金禹 王晓磊 

赤峰市医院 024000 

 

目的 探讨先局部调强后全脑适形放疗治疗脑干旁小脑转移瘤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脑转移瘤患者病历资料。患者 2013 年 11 月诊断为作废上叶肺小细胞癌。行

根治性手术切除，术后 EP 方案化疗 6 周期。2014 年 11 月 18 日外院 MR 示左侧额叶转移瘤；接

受伽马刀治疗 1 次，术后替莫唑胺化疗 4 周期。2015 年 8 月初复查头部 MR 提示左侧额叶转移瘤

复发，再伽马治疗 1 次，后拓扑替康化疗 2 周期。2016 年 1 月患者抽出 2 次，口服抗癫痫药物。5

月 7 日再次抽出 1 次。于 5 月 11 日行头部 MR 提示左侧小脑单发转移灶。予患者 CT 模拟定位，

头网固定行 2.5mm 层厚扫描，根据 CT 显示分别勾画出需要保护的敏感器官（晶体、眼球、视神

经、视交叉、脑干及海马区）及左侧额叶放疗后改变区。转移瘤靶区(GTV)根据头部 MR 及定位

CT 图像勾画，治疗靶区 PGTV 为 GTV+3mm 并避开脑干+1mm 边界区。全脑靶区

(CTVBrain)+3mm 为 PTVBrain。95%处方剂量 PGTV 10Gy/2.0Gy×5F(Plan1,P1)；PTV 

30Gy/2.5Gy×12F，生物剂量 BED=37.5Gy(Plan2,P2)。 

结果 患者放疗计划：GTV 体积 4.78cc，PGTV 体积 9.79cc，左侧额叶转移灶放疗后水肿区体积

(GTV0)46.99cc。照射剂量：脑干 9.45Gy(P1)+31.3Gy(P2)；海马

Dmean0.65Gy(P1)+30.65Gy(P2)；GTV0 D99=30.53Gy。其余保护器官剂量均在限值之内。患者

顺利完成放疗，放疗后 1 周患者复查头部 MR 提示小脑转移灶明显缩小。患者出现不规律性恶性，

考虑为神经源性，给与对症治疗后逐渐好转。 

结论 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发生率高，转移灶局部剂量应达到足够高才能有效控制。全脑放疗对亚转

移有预防作用。局部调强联合全脑适形放疗时安全有效的。 

 
 
PO-008 

替莫唑胺同期放化疗方案对 MGMT 基因甲基化 高级别胶质瘤患者

的预后分析 

 
苏宁 李朝辉 臧健 罗山泉 柴广金 赵丽娜 许曼 石梅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高级别胶质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颅内肿瘤，手术加放化疗已逐渐发展为标准综合治疗方

案，化疗耐受是影响胶质瘤综合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表明，DNA 修复酶—O6-甲基鸟嘌

呤 DNA 甲基转移酶与胶质瘤的耐药相关，并可能影响患者化疗效果及预后。本研究通过分析高级

别胶质瘤患者中，MGMT 基因甲基化与同期放化疗预后相关性，为恶性胶质瘤个体化、精准化治

疗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随访了 2006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接受手术和放疗的 107 例高级别胶质瘤患者（年龄: 19-

70 岁）。其中 56 例患者接受了替莫唑胺同期化疗，51 例患者仅接受单纯放疗，放疗技术采用 3D-

CRT（5 例）、IMRT（32 例）和 RapidArc（70 例）。根据胶质瘤 MGMT 甲基化情况（免疫组织

化学法）及化疗方案，将患者分为 4 组进行分析：MGMT 阴性+TMZ 同期放化疗组（32 例），

MGMT 阴性+单纯放疗组（27 例），MGMT 阳性+ TMZ 同期放化疗组（25 例），MGMT 阳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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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放疗组（23 例）。SPSS 22.0 软件用于统计处理，通过 Kaplan-Meier 及 COX 回归分析生存率

和无进展生存率。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26.5 月（1.6-65.0 月），MGMT 阴性+TMZ 同期放化疗组中位生存期为 32.1

月，1 年 OS 和 PFS 分别为 76.5%和 53.6%，2 年 OS 和 PFS 分别为 60.1%和 38.6%；MGMT 阴

性+单纯放疗组中位生存期为 31 月，1 年 OS 和 PFS 分别为 73.2%和 52.9%，2 年 OS 和 PFS 分

别为 53.4%和 38.4%；MGMT 阳性+ TMZ 同期放化疗组中位生存期为 24 月，1 年 OS 和 PFS 分

别为 63.3%和 40.1%，2 年 OS 和 PFS 分别为 42%和 28.2%；MGMT 阳性+单纯放疗组的中位生

存期为 22 月，1 年 OS 和 PFS 分别为 50.8%和 36.4%，2 年 OS 和 PFS 分别为 31.1%和 17.7%。

单因素分析提示，MGMT 阴性和 MGMT 阳性者相比，具有较好的 OS (p=0.041) 和 PFS 

(p=0.039)，TMZ 同步化疗组相比单纯放疗组，可有效延长 OS 和 PFS（p=0.043 和 p=0.024） 

结论  MGMT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MGMT 蛋白表达阴性的高级别胶质瘤患者预后较 MGMT 非甲基

化，MGMT 蛋白表达阳性患者 OS 和 PFS 明显延长；替莫唑胺同期化疗在 MGMT 蛋白表达阴性和

阳性组中均可发挥疗效。 

 
 
PO-009 

髓母细胞瘤术后放化疗的疗效观察 

 
何东杰

1
 周苏娜

1
 张琰君

1
 常浩

1
 胡静

2
 李瑞

1
 崔耀友

1
 邵秋菊

1
 梁军

1
 

1.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放疗科 

2.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目的 总结 10 年来我科 19 例髓母细胞瘤术后接受放化疗患者的随访数据，探讨髓母细胞瘤术后放

化疗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05 年 01 月至 2015 年 08 月收治的 19 例髓母细胞瘤患者，采用全中枢放

疗及 1-8 周期 EP 方案辅助化疗，所有患者放射治疗采用全中枢照射（DT 36-40Gy）及后颅窝加量

照射（DT 14-24Gy）。治疗过程中均给予静脉注射甘露醇和地塞米松等药物进行脱水治疗。 

结果 所有患者随访起始时间为放疗开始时间，随访最短时间为 11.7 个月，最长时间为 138.8 个

月，中位随访时间为 25.6 个月。放疗结束后 1 月，疗效评价 CR 10%，PR 21%，有效率为

31%。本组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 25.6 个月，本组患者中生存期最短者为 11.7 个月，最长者

为 138.8 个月，中位总生存期为 63.8 个月。患者的 1、2、3、5、10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100%、

87%、54%、36%、36%。放化疗完成后 4 例患者死于肿瘤复发或播散，也有 2 例患者出现进展，

进行 5 周期 EP 方案化疗仍长期生存。 

结论 髓母细胞瘤术后经全中枢放疗及规范的 EP 方案辅助化疗疗效较好，即便是疾病进展，采用

EP 方案再次化疗仍可取得较好的疗效。 

 
 
PO-010 

脑膜瘤介入灌注化疗术导致脑梗塞一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叶序卷 贾钰铭 雷开键 朱军 李婷 宗波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644000 

 

目的  探讨脑膜瘤介入灌注化疗术后出现脑梗塞的原因及预防措施。 

方法  观察 1 例脑膜瘤介入灌注化疗术后的病情变化及 MRI 影像学特征，并复习文献。 

结果  患者女性，63 岁，左顶部脑膜瘤术后复发。行介入灌注化疗术后出现嗜睡状，对光反射稍迟

钝。MRI 提示病灶周围新增脑梗塞病灶。 

结论  脑膜瘤行介入灌注化疗药顺铂可能存在脑梗塞的风险，应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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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1 

低剂量贝伐单抗治疗放射性脑坏死的临床疗效 

 
潘绵顺 李勇 

武警上海市总队医院肿瘤放射诊疗中心 201103 

 

目的   评估低剂量贝伐单抗治疗放射性脑坏死的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类固醇激素及甘露醇治疗失败的放射性脑坏死患者 29 例。所有患者均给予贝伐

单抗 5mg/Kg，每 14 天重复一次，治疗 1~6 周期。每周期治疗前均行 MRI 检查，比较治疗前后

MRI T1WI 相增强病灶的变化情况及 T2WI 相病灶水肿情况；记录患者的临床症状、KPS 评分改变

情况及药物的副作用。  

结果  分别有 2 例、6 例、10 例、5 例、3 例和 3 例患者分别完成了 1 周期、2 周期、3 周期、4 周

期、5 周期、6 周期治疗。贝伐单抗应用后第 2 天起，患者临床症状开始逐渐改善。2 疗程结束

后，患者 KPS 评分平均提高 32.2 分；MRI T1WI 增强相可见强化区域病灶较治疗前平均缩小

42.9%（P<0.001），MRI T2WI 相可见水肿区域较治疗前平均缩小 80.9%（P<0.001）。未见严重

治疗相关副作用；平均随访时间 8.7 个月（3~26 个月），16 例患者病情改善维持，8 例患者复

发，5 例患者因肿瘤进展死亡。   

结论   低剂量贝伐单抗能明显改善放射性脑坏死患者的临床症状并提高生活质量。 

 
 
PO-012 

伽玛刀及射波刀放射外科治疗三叉神经痛的疗效对比分析 

 
潘绵顺 李勇 叶春林 肖作平 

武警上海市总队医院肿瘤放射诊疗中心 201103 

 

目的  研究伽玛刀及射波刀放射外科治疗三叉神经痛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对随访时间超过 12 个月同期分别行伽玛刀或射波刀放射外科治疗的三叉神经痛患者进行回顾

性分析，总结患者的疼痛控制起效时间、疼痛控制率及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共计 48 例接受伽玛刀治疗和 19 例接受射波刀治疗的患者纳入此研究，伽玛刀组疼痛控制起

效中位时间为治疗后 36 天（1~180 天），射波刀组为治疗后 41 天（1~158 天），二者无统计学

差异（P=0.281）。伽玛刀组疼痛控制有效者（I~III 级）共计 41 例（85.4%）；射波刀组疼痛控制

有效者（I~III 级）共计 15 例（78.9%），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0.492）。面部感觉异常发生

率在伽玛刀组有 7 例（14.6%），射波刀组有 4 例（21.1%）。 

结论 伽玛刀与射波刀放射外科治疗三叉神经痛效果相当，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发生率低，是不能

耐受手术患者的较好的治疗方式。 

 
 
PO-013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对于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瘤的疗效分析 

 
李勇 

武警上海总队医院  

 

目的  探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RT）加或不加全脑放疗（WBRT）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有

限数目脑转移瘤治疗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NSCLC 脑转移瘤（1-4 枚）患者 75 例，其中行 SRT 患者 35 例，行

SRT+WBRT 患者 40 例。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并比较两组的治疗有效率、总生存期及放射治

疗后两组的副作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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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无明显区别；SRT 组与 WBRT+SRT 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1.5%和

87.5%，全组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为 14.7 个月，其中 SRT 组为 13.7 个月，SRT+WBRT 组为 15.4

个月（P=0.180），两种治疗方式均未见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SRT 是 NSCLC 有限脑转移瘤患者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单纯 SRT 可取得与 SRT +WBRT

相似的疗效。 

 
 
PO-014 

WBRT 联合 EGFR—TKI 在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尔璞醇 庞青松 王平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 300060 

 

目的  总结 WBRT 联合 EGFR—TKI 在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治疗中应用的研究，评价 WBRT 联合

EGFR—TKI 治疗非小细胞肺的疗效及不良反应，分析该效果的影响因素及预后因素等。 

方法  应用ＰｕｂＭｅｄ和中国知网文献检索系统，以―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TKI 和 WBRT‖ 为关

键词，检索从 2008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以来发表的各类相关文献，根据 WBRT 与 EGFR—TKI

在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治疗中的联合应用为纳入标准，纳入参考文献 41 篇，其中英文文献 27 篇，

中文文献 14 篇。分析归纳参考文献，完成综述。 

结果  WBRT 联合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在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患者中的疗效优于 WBRT 的单独

应用，即便在治疗 EGFR 突变不明的肺腺癌脑转移患者中的疗效亦可优于单独应用 WBRT，且

WBRT 与吉非替尼/厄洛替尼联合应用于治疗并无明显加重除腹泻、骨髓抑制及皮肤问题以外的不

良反应，所加重的不良作用病人通常亦可耐受。该联合应用的疗效优势可能与相互增敏及放疗对血

脑功能的影响导致颅内靶向药物浓度的提高有关。WBRT 联合 EGFR—TKI 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脑转

移患者的预后因素主要与患者的年龄及 CEA 含量有关，患者年龄 ≥65 岁以及 CEA >10 μg/ml 考虑

为治疗预后较差的影响因素，也可能与肺部原发灶的控制和进展相关。 

结论  WBRT 联合 EGFR—TKI 在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治疗中的疗效优于 WBRT 的单独应用，在联

合应用中 WBRT 应尽早应用，且无明显加重联合应用的不良反应。该优势效果可能与相互增敏及

对血脑屏障的影响有关，其预后因素主要与患者的年龄及 CEA 含量相关。目前联合 WBRT 治疗所

选取的 TKI 药物主要为吉非替尼或厄洛替尼，其他靶向药物的联合应用疗效有待进一步探究。 

 
 
PO-015 

Risk factors for dermatofibrosarcoma protuberans and the 

value of adjuvant radiotherapy 
 

Wu Junxin,Du Kai-xin,Huang Yun-xia,Peng Qing-qin,Zhang Xue-qing,He Jun-yan,Li Jin-luan 
Fujian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350014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dermatofibrosarcoma protuberans (DFSP) and to identify prognostic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the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103 consecutively treated DFSP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00 to April 2015 in our institution. Age, sex, primary site, pathology type, infiltration depth, 
surgical margin, prior treatment and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were analyzed to identify 
prognostic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DFS and the OS.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with 
SPSS17.0. 
Result  Follow-up ranged from 1.1 to 16.7 years (median, 4.5). The 5-year OS and DFS rates 
were 97.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94.3%-100%) and 90.1% (95% CI, 83.8%-96.4%), 
respectively. The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showed that factors affec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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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S were dermatofibrosarcoma with fibrosarcomatous changes (FS-DFSP) and positive 
margins(P=0.029; P=0.001, respectively). The metastatic rate of FS-DFS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rdinary DFSP (O-DFSP) (Fisher's exact test：P=0.000). And FS-DFSP had worse 

OS and DFS than O-DFSP (X
2
=17.489 P=0.000；X

2
=25.306 P=0.000, respectively). For patients 

with negative margins, the OS and DFS was better than those with positive margins (X
2
=23.450 

P=0.000；X
2
= 19.073 P=0.005, respectively). For patients underwent local excision with negative 

margin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 had been found in local recurrence rate between with and 
without radiotherapy (7.7% vs. 14.3%, p=0.659). 
Conclusion  The positive margin of DFSP and the fibrosarcomatous changes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DFS. FS-DFSP was more likely to local recurrence and distant 
metastasis than O-DFSP. DFSP patients underwent local excision with negative margins seemed 
to be beneficial from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PO-016 

非典型畸胎瘤/横纹肌样瘤 8 例报道及治疗探讨 

 
王娴静

1
 王刚

2
 葛红

3
 Chi Lin

4
 

1.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科 

2.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放疗科 

3.河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4.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医学中心放疗科 

 

目的 为提高对非典型畸胎样/横纹肌样瘤(atypical teratoid/rhabdoid tumor，ATRT)的认识，探讨其

治疗方案。 

方法 对 8 例 ATRT 病例进行分析，并对国外治疗进行讨论。 

结果 8 例患者男 6 例、女 2 例，年龄 1 岁 7 个月～14 岁，年龄＜3 岁 7 例；主要症状有呕吐、共

济失调等；影像表现为颅内巨大占位，通常直径＞4cm；主要发生于小脑（3 例）、额部（4

例）、侧脑室（1 例）。均行手术切除，术后病理确诊；免疫组化：7 例 INl-l(-)，1 例 8 INl-l(+) ；

5 例放弃进一步治疗。随访时间 2～10 个月，已有 6 例复发，复发时间 3 周～6 个月。因单一手术

治疗方式效果不理想，美国、欧洲已广泛于手术后联合放化疗治疗 ATRT。美国 Dana-Farber 方案

强烈化疗+放疗治疗 ATRT，患者年龄 0.3 岁～19.5 岁（中位年龄 26 个月）；2 年无进展生存率

53%±13%，总生存率 70%±10%，总生存中位时间仍在观察中；M0 期患者进行局部放疗，单次剂

量 1.8Gy，总剂量 54Gy；幕上肿瘤射野为手术切缘+1cm，幕下肿瘤射野为手术切缘+1.5cm；年

龄＞3 岁 M+期患者，进行全颅全脊髓照射 36Gy，病灶局部加量至 54Gy。欧洲 MUV-ATRT 方案

治疗 9 例首诊 ATRT 患者，年龄 9 个月～13 岁（中位年龄 24 个月），随访时间 16～197 个月(中

位随访时间 76 个月)，总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分别为 100%和 88.9±10.5%；MUV-ATRT 方案包括

3 个循环的 9 周多药联合强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及局部放疗 54Gy。Dana-Farber 方案、

MUV-ATRT 方案均无明显治疗并发症。 

结论 ATRT 多发生于 3 岁以下婴幼儿、侵袭性强、预后差，手术后及时进行放疗+强化疗等联合治

疗可明显改善 ATRT 预后，提高长期生存率，放疗是治疗 ATRT 的必要手段，严格控制射野可有效

减少小年龄组患者放疗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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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17 

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分布规律研究-颅内差异剂量调强放疗在小细

胞肺癌脑预防照射中的应用初探 

 
刘百龙 刘敏 许昌根 高岩 王辉东 全晓月 夏诚诚 董丽华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 130021 

 

目的  脑预防是小细胞肺癌治疗中的重要环节，目前全脑给予均一剂量 25Gy/10f 是推荐方案，然

而，脑转移在颅内的分布并不是均一的，有其好发部位，此项研究旨在明确小细胞肺癌脑转移分布

规律，根据转移风险给予不同剂量放疗，实现颅内差异剂量调强放疗在小细胞肺癌脑预防照射应用

的初步探索，以期最大程度的控制肿瘤并减少放疗损伤。 

方法  选取 2014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行头部增强核磁检查，报告中包括―脑

转移‖病例数共 1341 例，翻阅病例，病理确诊为小细胞肺癌，患者共 98 例（共检查 180 例次，同

一个患者有多次检查结果），同一患者多次检查，以转移病灶最多的图像为准统计，其中脑室内转

移 2 例，脑膜转移 1 例，颅骨转移 1 例，颅骨与脑膜同时转移 1 例排除在统计之外，最后有效统计

患者 93 例。将颅内划分为以下 5 个亚区：①大脑；②小脑；③脑干；④基底节、放射冠及半卵圆

中心；⑤海马。分别统计各亚区的脑转移灶个数。 

结果  93 例有效患者共发生 758 个脑转移病灶，其中①②③④⑤区脑转移灶个数分别为 546、

121、21、63、7 个，分别占整个转移比率的 72.03%、15.96%、2.77%、8.31% 和 0.92%。其中

大脑+小脑区占整个转移比率的 87.99%，为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的高发区域，脑干区和基底节、放

射冠及半卵圆中心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的风险相对低，海马区几乎不转移。 

结论  颅内差异剂量调强放疗在小细胞肺癌脑预防照射中可行，即高危区-大脑+小脑区给予相对高

剂量如 30Gy/15f，低危区-脑干区和基底节、放射冠及半卵圆中心给予相对低剂量如 20Gy/10f，海

马区在小细胞肺癌中极少转移，给予保护，不予照射。海马区与认知功能密切相关，基底节、放射

冠及半卵圆中心为为脑血栓及脑出血的好发部位，颅内差异剂量调强放疗可以大大减少神经功能损

伤。 

 
 
PO-018 

影响高级别胶质瘤患者预后的因素分析 

 
杨杉 阎英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0031 

 

目的  高级别胶质瘤预后不佳，5 年生存率低于 5%， 2 年死亡率高于 75%，中位生存期仅 15 个

月。影响患者生存的因素可能与性别、年龄、病理类型、放疗方式、化疗情况、肿瘤部位、肿瘤切

除情况及术后 KPS 评分有关，本文旨在分析可以影响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生存情况的因素，为进一

步研究及治疗高级别胶质瘤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64 例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 OS）及中位

无疾病进展时间（progress free survival, PFS），与上述因素间的关系。用 Kaplan-Meier 法统计

生存情况，用 Long-rank 法进行检验，用 Cox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影响高级别胶质瘤患者 OS 的因素有：肿瘤切除情况（P=0.004, P<0.05），放疗方式

（P=0.029, P<0.05），化疗情况（P=0.023,P<0.05），病理类型（P=0.000, P<0.05）;影响高级

别胶质瘤患者 PFS 的因素有：肿瘤切除情况（P=0.000, P<0.05），放疗方式（P=0.037, 

P<0.05），化疗情况（P=0.002, P<0.05），病理类型（P=0.000, P<0.05）。其中进一步对三种

放疗方式进行分析，发现 OS: 3D-CRT 组为 12.2 个月，IMRT 组为 25.2 个月，TOMO 组为 27.4

个月。其中 3D-CRT 组与 IMRT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9, P<0.05），3D-CRT 组与

TOMO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 P<0.05），IMRT 组与 TOMO 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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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0.406, P>0.05 ）；PFS：3D-CRT 组为 7.4 个月，IMRT 组为 12.8 个月，TOMO 组为 17.4

个月。其中 3D-CRT 组与 IMRT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0, P<0.05），3D-CRT 组与

TOMO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 P<0.05），IMRT 组与 TOMO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0.046, P<0.05 ）。 

结论  影响高级别胶质瘤患者预后的因素主要有肿瘤切除情况、放疗方式、化疗情况、病理类型，

其中病理类型为间变性星形胶质细胞瘤、手术全部切除且治疗采取螺旋 

 
 
PO-019 

颅内生殖细胞肿瘤治疗管理策略 

 
耿明英 马俊刚 

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400042 

 

目的  通过对颅内生殖细胞肿瘤（germ-cell tumours，GCTs）患者进行放疗后长期随访，分析影响

治疗预后的主要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4-2014 年来自大坪医院放疗中心 126 例获得随访数据的 GCTs 患者（男性

75 例，女性 51 例，获取诊断时 5.5-41 岁）。生殖细胞瘤（GE）92 例，畸胎瘤（TER）7 例，非

生殖细胞瘤性生殖细胞肿瘤（NG-GCTS）27 例。局部肿瘤 80 例（松果体区 42 例，鞍区 29 例，

丘脑 9 例）；多发肿瘤 46 例（松果体+鞍区 26 例，松果体+脑室 11 例，双侧丘脑 3 例，松果体+

脊髓内转移 3 例，松果体局部病灶+脑脊液内脱落细胞 4 例）。全脑全脊髓照射 99 例，全脑照射

16 例，其中同步放化疗 47 例，单独化疗 11 例。全脑全脊髓对全脑、脊髓、原发肿瘤部位的平均

辐射剂量分别为 31.9 Gy（28-36 Gy）、28.6 Gy（26-36 Gy）和 49.8 Gy（46-54Gy）。37 例

/126 例（29.4%）来自伽玛刀治疗后复发患者。最长随访 125 个月。 

结果  接受全脑全脊髓照射的 115 例患者 10 年生存（OS)和无瘤存活率分别为 91.3%和 85.3%。

接受同步放化疗的有 9 例复发（含有恶性成分），单独化疗病人 11 例均复发。接受过伽玛刀治疗

的 2 例患者放疗后出现原发病灶区脑组织坏死。全部患者中，需要激素替代治疗的 31 例，发育障

碍 12 例，并发其他肿瘤 2 例。4 人读书，12 人大学毕业，18 人工作，6 人有孩子，其他人无业或

需要家人照料（以丘脑肿瘤为著）。46 例 KPS 评分进一步降低。多因素分析发现疗效及远期并发

症与发病年龄、神经认知功能受损、肿瘤类型、肿瘤部位、接受过伽玛刀局部照射显著相关。 

讨论  GE 有极好的 OS，应该以尽量降低晚期治疗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作为治疗重点；而对于 NG-

GCTS 则以提高总体生存率作为治疗目标。全脑全脊髓或全脑+局部加量照射是 GE 患者的标准治

疗。局限性生长的 GCTs 伽玛刀照射后早期肿瘤局部控制率显著，但长期控制率较低。依据 2016

年生殖细胞肿瘤治疗共识，放射治疗至少应该包括全脑室(至少全脑室放疗)。化疗是一种有效的辅

助治疗策略，但是不能做为根治性治疗方案使用，化疗之后的患者是否需要减量放疗，以及降到多

少剂量是安全剂量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期待分子标志物的加入使未来治疗更加个体化。 

 
 
PO-020 

WBRT-SRS 与 SRS 治疗脑寡转移瘤的疗效与安全性 Meta 分析 

 
李璐 刘武松 冯梅 郎锦义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对比分析全脑放疗（Whole-brainradiotherapy，WBRT）联合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Stereotatic radiosurgery，SRS）与单独 SRS 治疗 1-4 个脑转移瘤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通过检索 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 等数据库，收集 SRS 联合与不联合 WBRT 

治疗脑转移瘤的随机对照研究，由两名评价者对疗效及安全性有关数据进行提取及质量评估，采用 

RevMan 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710 

 

结果  经过系统筛选，最终纳入 7 篇文献，1363 例脑寡转移瘤患者。合并分析结果显示：与单独 

SRS 相比，WBRT 联合 SRS 可提高脑寡转移瘤患者 1 年局部控制率（OR = 2.82，95%CI 1.74～

4.55，P <0.0001）和 1 年颅内转移控制率（OR = 2.32，95%CI 1.47-3.65，P = 0.0003），且不

明显增加放疗相关神经系统毒性反应：脑坏死（OR =1.56，95%CI 0.66-3.73，P = 0.31）、脑白

质病（OR =0.69，95%CI 0.27-1.76，P = 0.43）、脑水肿（OR =0.47，95%CI 0.13-2.04，P = 

0.61），但不改善 1 年总体生存率（OR = 1.23，95%CI0.93-1.37，P =0.14）。 

结论  WBRT 联合 SRS 可显著降低脑寡转移瘤进展风险，不明显增加神经系统毒性反应，但对总

体生存时间无明显改善。 

 
 
PO-021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emozolomide and radiotherapy 

with or without bevacizumab in newly diagnosed 

glioblastom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Ma Jietao,Han chengbo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第一肿瘤科 110022 

 

Aim  The purpose  of this meta-analysis was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emozolomide  and radiotherapy with or without bevacizumab in the treatment of 
newly  diagnosed glioblastoma.  
Methods  We conducted a search of PubMed, Ovid Medline, Embase, ISI Web of Knowledge, 
Google Scholar, and Cochrane Library on 10 September 2015.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i) first-line 
treatment of newly 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glioblastoma with or without recursive partitioning 
analysis classes and O(6)-methylguanine DNA methyltransferase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ii) 
randomized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 or case–control studies; (iii) compared outcomes between 
bevacizumab+temozolomide+radiotherapy (BEV+TMZ+RT) and TMZ+RT; 
(iv) English language; and (v) primary or secondary endpoints included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adverse events of grade ≥3. 
The pool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Reviewer Manager 5.3 and expressed as hazard ratio (HR) or 
odds ratio (OR), with their corresponding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Tests of heterogeneity, 
sensitivity and publication bia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Two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nd two case-controlled trials with a total of 1778 
patients with glioblastoma were included in the meta-analysis. There were 870 patients treated 
with BEV+TMZ+RT and 908 treated with TMZ+RT, respectively. BEV+TMZ+RT significantly 
prolonged median PFS (combined HR 0.86, 95% CI 0.77–0.96, P=0.005) and improved 1-year 
PFS and OS rate (combined ORs: 0.49 and 0.78, respectively, P<0.05). No benefit regarding 
median OS  was observed with the addition of bevacizumab (combined HR 1.07, 95%  CI 0.87–
1.32, P=0.53). Combined ORs of subgroups indicated the  addition of bevacizumab significantly 
prolonged PFS regardless of different recursive  partitioning analysis classes or O(6)-
methylguanine DNA methyltransferase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Pall<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benefits regarding OS in any of the above subgroups. A higher incidence of  grade ≥3 
adverse events such as  hypertension, hemorrhage and thrombus was observed in the 
bevacizumab  combin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out bevacizumab (Pall<0.05). 
Conclusion  Addition of bevacizumab to radiotherapy and  temozolomide can significantly 
prolong PFS and increase 1-year OS rates compared with radiotherapy combined with 
temozolomide  alone in the treatment of newly diagnosed glioblastoma, while inducing  higher 
rates of manageable advers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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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2 

恶性实体肿瘤脑膜转移临床特点分析及量化诊断标准探索 

 
董丽华 潘振宇 杨国姿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 130021 

 

目的  尽管细胞学及神经影像学检查技术的进步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恶性实体瘤脑膜转移（LM）的诊

断，但仍缺少高敏感性及高特异性诊断指标，诊断仍是一种挑战。目前仍需要综合分析病史、临床

表现、影像学及脑脊液相关检查综合判定。目前尚无广泛一致的诊断标准，寻求建立规范化的实体

瘤脑膜转移量化诊断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方法  回顾 2009~2015 年我院诊断的恶性实体肿瘤脑膜转移患者（排除血液系统肿瘤或淋巴瘤、原

发脑肿瘤及原发肿瘤不明患者）临床资料。全部患者的诊断标准，为综合分析 NCCN 指南及其它

权威文献采用的诊断方法所建立。 

结果  163 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 77，女性 86。肺腺癌（84）、肺鳞腺癌（3）、肺小细胞癌

（29）、肺鳞癌（7）、肺大细胞癌（2）、乳腺癌（26）、胃腺癌（7）、其它（5）；中位年龄

58 (37~75) 岁；中位 KPS 评分 40 (10~90) 分。159 例（98%）患者具有神经系统症状或体征。

156 例患者行神经影像学检查，90%（140）具有柔脑膜强化、近蛛网膜下腔转移结节、椎管内种

植转移、脑室内转移等脑膜转移相关影像学表现。158 例患者行脑脊液检查，细胞学阳性率为 89%

（141/158），88%（139/158）患者 CSF 生化常规异常。通过脑脊液细胞学检查结合肿瘤病史诊

断 134 例，占 82%。通过诊断性影像特征结合病史/临床表现诊断 79 例，占 48%。以本组患者的

诊断标准及患者临床特征为基础，探索建立量化诊断标准。根据在诊断中的权重，将诊断依据分

为：提示性指标（肿瘤病史、神经系统症状与体征、提示性影像学表现、脑脊液常规）；诊断性指

标（诊断性影像学表现、脑脊液细胞学检查）。评分标准：细胞学阳性（5）/可疑阳性（3），诊

断性影像特征（4），肿瘤病史（1）、神经系统症状/体征（1~2）、提示性影像特征（1）、脑脊

液常规检查异常（1）。规定为 5 分及以上为临床诊断；4 分为高度可疑患者，建议诊断性治疗。3

分为疑似患者，严密观察并复查脑脊液等相关检查。本组患者采用该方法进行回顾性诊断，诊断符

合率 100%，分数在 4~13 分。4 分（19 例），5 分（3 例），大于 5 分（141 例）。19 例患者评

分为 4 分，进一步行鞘内化疗有效。 

结论  恶性肿瘤脑膜转移临床表现及影像学表现多样，但具有特征性。诊断需综合分析临床特征及

影像学、脑脊液检查判定。量化评分诊断方法客观，并便于临床应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及探索。 

 
 
PO-023 

解剖结构紊乱的三叉神经痛的伽玛刀治疗（附 36 例报告） 

 
刘启勇 王轩 夏廷毅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00036 

 

目的 探讨应用伽玛刀针对局部解剖结构紊乱的三叉神经痛的治疗。 

方法 交流的病例为 2014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间空军总医院伽玛刀中心接受伽玛刀治疗的 36 例

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治疗前影像学检查均证实存在局部解剖结构紊乱，三叉神经根部均显示不

清。责任血管为小脑上动脉、小脑前下动脉、基底动脉、椎动脉以及桥脑横静脉等。 立体定向采

用 MRI 薄层多种序列扫描（T1W、T2W、3D-CISS 及 3D-TSE 等），选用 4mm 准直器，三叉神

经根的照射范围 6～8mm，靶中心剂量 80～82Gy 。 

结果 依据 BNI 疼痛量表对患者术后疼痛情况进行评估，平均随访 7.56 个月，有效 27 例，无效 9

例，总有效率 75%，平均缓解时间 3.8 个月。既往微血管减压手术组较无手术组有效率低

（p=0.036,<0.05）患者年龄、性别、病程均无统计学意义（p=0.250，0.136，0.261，

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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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伽玛刀治疗解剖结构紊乱（难治性）的三叉神经痛疗效显著。定位时应用多序列、多方位的

MRI 来寻找三叉神经根意义重大。 

 
 
PO-024 

探讨采用螺旋断层放疗技术实施 SIB 治疗初诊多发脑 

转移瘤患者的疗效 

 
王轩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00036 

 

目的  探讨螺旋断层放疗技术实施同步推量（SIB）治疗初诊多发脑转移瘤患者的疗效 

方法  分析我放疗中心 2011 年 12 月至 2015 年 4 月，采用 SIB 技术治疗的 18 例初诊多发脑转移

瘤患者，其中男性 11 人，女性 7 人，中位年龄 57 岁（43-75 岁）。原发肿瘤类型：肺癌 15 人，

其次为乳腺癌 2 人、甲状腺癌 1 人。患者治疗前的中位 KPS 评分为 80（70-100）。中位脑转移病

灶数目为 5.5 个（2-18 个）。患者平均脑转移病灶体积为，22.37cc（2.11-60.26cc）。研究中实

施照射的剂量分为 3 种模式，A. PTVbrain 30Gy/10 次，pGTV 50Gy/10 次；B.PTVbrain 

30Gy/15 次，pGTV 50Gy/15 次；C 组 PTVbrain 40Gy/20 次，pGTV 

60Gy/20 次；所有治疗均为 1 次/天，5 次/周。 

结果  末次随访时间 2016 年 2 月，中位随访时间为 12 个月（2-43 个月）。治疗共进行 MVCT 影

像验证 235 次，纠正 X、Y、Z 轴移动均数分别为 1.94±1.59mm、2.24±1.9mm、1.28±1.26mm。

总的客观缓解率（PR+CR）为 50%，治疗总有效率（PR+CR+SD）为 94.4%，其中 CR 患者 2

例，PR 患者 7 例，8 例患者评价 SD，剩余 1 例患者因治疗后很快死亡，无法评估。治疗期间至治

疗后 3 个月，患者的神经系统急性副反应主要为头痛、头晕、乏力、恶心、嗜睡，仅 1 例患者出现

4 级以上的副反应，余 17 例患者均为 1-2 级神经系统副反应。 

结论  利用 TOMO 治疗系统实施 WBRT+SIB 治疗，具有剂量分布好，照射精准度高的优势，即使

对于病灶总体积较大的多发脑转移瘤治疗仍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和肿瘤控制效果，可明显延长患者生

存且副作用轻。与长疗程相比，50Gy/10 次方案并没有明显的增加患者副反应发生，提示未来应更

多的考虑较短疗程的方案实施治疗。 

 
 
PO-025 

从恶性肿瘤脑转移的影像学特点看全脑放疗海马区保护的安全性 

 
韩一旻

1
 蔡钢

1
 柴维敏

2
 许赪

1
 陈佳艺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放射治疗科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放射诊断科 

 

目的  海马区保护的全脑放疗可以在控制颅内肿瘤的同时保护一定的认知功能，但是海马功能区保

护安全性及勾画的边界定义在不同的研究中仍有分歧。本研究通过大样本转移性脑肿瘤的 MRI 图

像，来分析转移灶在脑不同亚结构的分布特点及其与海马区的空间关系，探索海马区保护性全脑照

射的可行性和安全边界推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3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瑞金医院影像科诊断为脑转移

的 226 例患者 MRI 图像及病史。分布确认转移灶的部位及其与海马认知功能区的最短距离，所有

病灶均经过一名影像科高年资医师确认。 

结果  全组 226 例脑转移患者共有 1080 个病灶纳入分析。其中，男性 115 例（50.9%），女性

111（49.1%）例；原发诊断为支气管肺癌 164 例（72.6%），乳腺癌 45 例（19.9%），其他 17

例（7.5%）。71 例在初诊时即发现脑转移，其中 64 例为原发灶为肺癌，余 155 例中，100 例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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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患者从确诊原发病至发现脑转移平均时间 14 个月，中位时间 9 个月；42 例乳腺癌患者从确诊原

发病至发现脑转移平均时间 59 个月，中位时间 34 个月 

1080 个转移病灶中，位于小脑幕上 758 个（70.2%）；幕下 322 个（29.8%）。肿瘤最大径平均

值 13.82mm±14.67mm，中位值 10mm（1.2mm～162mm）。初诊转移灶单个，2-4 个及 4 个以

上的分布分别为 89/226 例（39.4%）、89/226 例（39.4%）和 48/226 例（21.2%）。转移灶亚结

构分布包括：小脑 322 个（29.8%）、额叶 268 个（24.8%）、颞叶 168 个（15.6%）、顶叶 128

个（11.9%）、枕叶 131 个（12.1%）、丘脑 45 个（4.2%）、脑干脑桥 18 个（1.6%）。诊断脑

转移时，转移灶位于海马认知功能区外扩 5mm 范围内 7 例（3%），10mm 范围内 13 例

（5.7%），20mm 范围内 19 例（8.4%）。在病史记录全颅放疗且本院随访完整的 45 例患者中，

18 例随访过程中发现脑转移病灶进展，中位进展时间 11 个月，其中 1 例在海马区外扩 5mm 范围

内出现转移病灶。 

结论  以海马区外扩 10mm 范围内定义，初诊转移灶累及的概率和全脑照射后新发转移灶累及的概

率均在 5%左右，在影像诊断资料全面时，全脑照射时保护海马认知功能区是可行的。 

 
 
PO-026 

269 例脑胶质瘤术后精确放疗的疗效及预后因素分析 

 
黄仁华 徐欣 马秀梅 侯艳丽 叶明 白永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仁济医院放疗科 200127 

 

目的  探讨脑胶质瘤术后三维适形放疗及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2005 年 7 月至 2014 年 5 月的 270 例脑胶质瘤术后患者进

行回顾性分析，随访至 2015 年 12 月。269 例患者均经病理组织学证实，其中男性 162 例，女性

107 例，年龄 9～76 岁，平均年龄 49.79+-13.68 岁，KPS 在 60-100 之间，平均为 86.9+-

7.416。 269 例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其中 11 例行手术全切，102 例肿瘤大部份切除，151 例行部

分切除，5 例行活检术. 所有患者常规分割照射方式，２Gy/（次.天），每周５次，总剂量 60 

Gy/30FX。146 例行三维适形放疗（3-DRT），123 例行调强放疗(IMRT)。替莫唑胺胶囊（放疗同

步 75mg/m2/天，放疗结束 28 天后按照 175-200mg/m2/天，连续服用 5 天，28 天一个周期使用 6

周期。通过查阅电子病例，打电话及寄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随访，随访截止至 2015 年 5 月，全组

随访率 100%，无失访者， 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均以均数±标准差

（Mean±SD）表示，采用 t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以存活时间为非独立变

量，选用逐步回归分析进行预后相关因素判断，以 P＜0.05 为统计学意义。 

结果  随访及生存情况  269 例患者，PFS 为 20 月，OS 为 31 月，1 年生存率 88.2%，3 年生存率

46.5%，5 年生存率 32.3%。  单因素分析  采用 Kaplan-Meier 法对 269 例患者总生存率进行单因

素分析、其中年龄（p＜0.001）、KPS 评分（p＜0.001）、病理分级（p＜0.001）及手术切除程

度（p＜0.001）是影响胶质瘤术后放疗生存率的重要因素。多因素分析  使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

采用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p=0.04）、病理分级（p＜0.001）及手术切除程度（p=0.01）是

影响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全组患者的 1 年、3 年、5 年的生存率分别为 88.2%、46.5 %和 32.3%， 中位生存期为 20

月。年轻一般状态好、病理级别低及手术切除程度高患者生存预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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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7 

脑胶质瘤放疗后复发的病理变化和手术疗效分析 

 
侯艳丽 白永瑞 陈海燕 黄仁华 叶明 张伟伟 冯海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200127 

 

目的  初步探讨脑胶质瘤放疗后复发的病理变化和手术治疗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4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期间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放疗科接

受术后放疗的 13 例脑胶质瘤，其中男性 5 例，女性 8 例。中位年龄 45 岁（29-65 岁）。初次手术

病理：世界卫生组织分类（WHO）Ⅱ级 5 例（均为星形细胞瘤）， Ⅲ级 5 例（变性星形细胞瘤 2

例，间变性少突细胞瘤 2 例，间变性少突星形细胞瘤 1 例），Ⅳ级 3 例（胶质母细胞瘤）。术后全

部接受放疗，放疗方式为三维适形放疗或调强放疗，总剂量 56-60Gy/28-30Fx；同时部分患者接受

TMZ 标准化疗方案 4 例（3 例 GBM，1 例Ⅲ级），其它Ⅲ级接受 ACNU，Ⅱ级未接受化疗。复发

后于神经外科接受再次手术治疗，比较不同级别脑胶质瘤放疗后复发的病理、分子病理变化和手术

疗效关系。 

结果  1、脑胶质瘤放疗后复发的病理：53.8%（7/13）患者出现病理升级，38.5%（5/13）病理级

别未变化，7.7%（1/13）出现降级。2、免疫组化分析：初次手术病理与放疗后复发再次手术病理

中 P53、PTEN、 Ki-67、EGFR 表达无差异，P 值均>0.05。只有病理分级为Ⅳ级的患者高表达

Ki-67 及 EGFR。3、脑胶质瘤放疗后复发患者的手术后中位生存时间 28 月（2-63 月），1 年生存

率 52%，2 年生存率 42%。4、单因素分析显示：脑胶质瘤放疗后复发时病理类型、二次手术间隔

＞12 月，初发时 PTEN、复发时 P53、Ki-67 表达与脑胶质瘤患者总生存时间显著相关，P 值均

<0.05。而多因素分析显示：放疗后复发时病理类型为复发脑胶质瘤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

素,P=0.031。 

结论  脑胶质瘤患者放疗后复发时大部分出现病理升级，分子病理中 P53、PTEN、 Ki-67、EGFR

表达无差异，只有病理分级为Ⅳ级的患者高表达 Ki-67 及 EGFR，放疗后复发再次手术仍能带来生

存获益。 

 
 
PO-028 

肺癌脑转移患者海马转移发生率及其高危因素的分析 

 
陈东梅 孟祥颖 申戈 孙冰 丛阳 刘超 王倩 王军良 郝瑞敏 吴世凯 

解放军 307 医院放疗科 100071 

 

目的 探索肺癌脑转移患者海马转移的发生率，分析海马转移的高危因素，判断海马保护的安全

性，以协助筛选实施海马保护全脑放疗人群。 

方法 回顾性收集我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间收治的肺癌脑转移患者资料，按入排标准筛

选，勾画海马及海马周围 5mm 的边界，统计分析并确定海马转移的高危因素。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345 例患者，颅内总转移灶 1621 个，发生海马转移 16 例，海马转移患者发生

率为 4.6%（16/345），病灶发生率为 1.0%（16/1621）。海马及其周围 5mm 发生脑转移者 42

例，海马区转移的患者发生率 12.2%（42/345），病灶发生率 2.8%（45/1621）。通过 Logistics

回归分析方法，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均显示：脑转移数目与海马转移具有相关性

（p=0.000,HR=1.143）。脑转移数目与海马转移在肺癌脑转移患者中的分布图显示：随着颅内转

移数目增加，海马转移发生比例呈上升趋势。经治疗后发生颅内进展者 139 例，海马区转移复发率

12.2%（17/139）。COX 回归分析显示肿瘤分期、基因状态与患者脑转移后总生存相关。 

结论 脑转移数目为海马转移高危因素，转移数目多的患者易发生海马转移。海马保护的全脑照射

适合于脑转移数目少、肿瘤分期早及存在优势基因的肺癌脑转移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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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29 

靶向治疗和放疗在肺癌脑转移患者中治疗时机的选择 

 
陈东梅 孟祥颖 吴世凯 孙冰 申戈 刘晓晴 郝瑞敏 赵耀巍 

解放军 307 医院放疗科 100071 

 

目的 脑转移主要治疗措施是放疗与手术，研究显示靶向治疗对脑转移瘤的控制有一定疗效。对于

基因突变肺癌患者，靶向治疗有效率高。但伴有脑转移的肺癌患者，标准治疗方案尚未明确。本研

究旨在探索肺癌脑转移患者的放疗联合靶向治疗的最佳时机。 

方法 回顾性收集了我院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间收治的肺癌脑转移患者临床资料，要求入

组患者曾接受过颅内放疗或靶向治疗，排除重复癌患者，将入组患者分为单纯放疗组，单纯靶向组

及放疗靶向联合组，并将联合组进行分组：放疗优先组，靶向优先组，放疗靶向同步组。统计分析

各组间的脑转移后总生存（BMOS）。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205 例患者，单纯放疗组 76 例，单纯靶向组 43 例，放疗靶向联合组 86 例。中

位随访时间 20.3 月。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显示：联合组 BMOS 为 15.5 月，显著优于单纯放疗

组和单纯靶向组（BMOS 分别为 11.1 月、10.0 月，P=0.011）。而联合组中，放疗优先组 33 例，

靶向优先组 14 例，放疗靶向同步组 39 例。生存分析结果显示：放疗靶向同步组患者的 BMOS 也

显著优于放疗优先组和靶向优先组（P=0.042）。COX 回归分析显示患者年龄、肿瘤分期、有无内

脏转移与肺癌患者 BMOS 具有相关性。但多因素分析显示这些影响 BMOS 的因素在各治疗组中的

分布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放疗联合靶向治疗比单纯放疗、单纯靶向治疗更能使肺癌脑转移患者生存获益。同时，放疗

与靶向同步治疗的疗效显著优于序贯治疗。 

 
 
PO-030 

脑胶质瘤替莫唑胺同步放化疗+辅助性化疗效果研究 

 
王利革 

西安铁路中心医院（西安市第九医院） 710054 

 

目的  探讨对胶质瘤患者同步放化疗+辅助性化疗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择我院 2012 年 9 月－2015 年 6 月在本科接受放射治疗的 32 例胶质瘤术后患者，作为实

验对比研究对象；治疗组 16 例以及对照组 16 例胶质瘤患者的分组依据分为不同的放疗模式；治疗

组胶质瘤患者的放射治疗为适形调强放射治疗(IMRT）联合替莫唑胺同步及辅助化疗，对照组胶质

瘤患者放射治疗为单纯放疗；通过对比总体疗效以突出 IMRT 联合替莫唑胺同步及辅助化疗的应用

价值。 

结果  治疗组胶质瘤患者总生存率为 87.5%高于对照组总生存率为 75.0%，效果极为显著。 

结论  最终 IMRT 联合替莫唑胺同步及辅助化疗治疗胶质瘤术后残余病灶的疗效较好。 

 
 
PO-031 

42 例髓母细胞瘤的生存分析 

 
郝瑞敏 申戈 杨刚 孙慧茹 王军良 张军舰 吴世凯 

307 医院 10007 

 

目的  分析髓母细胞瘤放疗后的生存时间与局部控制率，观察最常见的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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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0 年 10 月-2013 年 12 月髓母细胞瘤患者共 42 例，中位年龄 6 岁。所有患者均于外院行

原发灶切除或部分切除，术后于我科行放疗，全脑全脊髓+局部放疗或局部放疗，根据患儿危险度

全脑全脊髓剂量 19-30Gy，后颅窝局部加量至 50-54Gy。 

结果  所有患者均完成放疗。2 年局部复发率 21.4%，2 年生存率 78.5%，年龄、性别对生存时间

均未见明显影响，手术后有无残留或脊髓播散对生存时间有显著影响。CSI 放疗剂量对 PFS 有显

著影响。放疗中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 59.5%，3-4 级血液学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31%。 

结论  髓母细胞瘤全脑全脊髓放疗科提高生存时间，毒性耐受良好。 

 
 
PO-032 

144 例高级别胶质瘤术后调强放疗的疗效分析 

 
张纬建

1,2,3
 洪金省

1,2,3
 黎珊

1,2,3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放射生物福建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3.福建省肿瘤个体化主动免疫治疗重点实验室 

 

目的  分析高级别胶质瘤术后调强放疗的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2 月收治的高级别胶质瘤患者，术后均接受全程调强放

射治疗。用 K-M 法计算生存率，分别用 Log-Rank 的年龄、性别、病理分检验和 COX 回归分析方

法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分析患者级、病灶数量、是否累及多个脑叶、是否跨中线、伴有

癫痫发作、手术状态、同步放化疗、辅助化疗等因素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  共有 144 例患者符合入组条件，全组患者随访率为 95.8%。其中男性占 58.3%（84/144），

女性占 41.7%（60/144）。中位年龄为 49 岁。Ⅲ级胶质瘤占 50.7%（73/144），Ⅳ级胶质瘤占

49.3%（71/144）。病灶累及单个脑叶占 50.7%（73/144），累及多个脑叶占 49.3%（71/144）。

单发病灶占 88.2%（127/144），多发病灶占 11.5%（17/144）。病灶累及单侧脑半球占 86.1%

（124/144），累及双侧脑半球占 13.9%（20/144）。伴有癫痫状态占 23.6%（34/144），无癫痫

状态占 76.4%（110/144）。同步放化疗患者占 77.8%（112/144），单纯术后放疗占 22.2%

（32/144）。术后行辅助化疗占 70.8%(102/144)，未行辅助化疗占 29.2%(42/144)。行 1p19q 基

因检测占 9.7%（14/144），其中联合缺失者占 36%（5/14），无联合缺失者占 64%（9/14）。

MGMT 甲基化检测占 6.9%（10/144），其中 MGMG 甲基化检测阳性占 50.0%（5/10），MGMT

甲基化检测阴性占 50%（5/10）。IDH-1/2 检测占 14.6%（21/144），其中 IDH-1/2 突变占 9.5%

（2/21）,IDH-1/2 无突变 76.2%（16/21）,IDH-1 突变且 IDH-2 无突变占 19.0%（4/21）。全组患

者 1、2、3、4、5 年生存率分别为 81.6%、54.2%、39.1%、25.4%、15.5%，中位生存期为 18

个月。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病理分级（P<0.001）对生存率有影响，多因素分析同样提示病理低

分级（P<0.001）患者有较好预后。 

结论  高级别胶质瘤术后调强放疗较传统常规放疗可提高疗效，其中病理级别低者预后较好。 

 
 
PO-033 

65 例低级别胶质瘤术后调强放疗的疗效分析 

 
张纬建

1,2,3
 洪金省

1,2,3
 黎珊

1,2,3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放射生物福建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3.福建省肿瘤个体化主动免疫治疗重点实验室 

 

目的  回顾性分析低级别胶质瘤术后调强放疗的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疗科 2010 年 05 月至 2015 年 10 月收治的低级别胶

质瘤患者，术后均接受全程调强放射治疗。用 K-M 法计算生存率，分别用 Log-Rank 检验和 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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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分析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理分级、病灶数量、累及

脑叶、是否跨中线、伴有癫痫发作、同步放化疗、辅助化疗等因素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  共有 65 例患者符合入组条件，全组患者随访率为 95.4%。其中男性占 53.8%（35/65），女

性占 46.2%（30/65）。年龄<40 岁占 55.4%（36/65），≥40 岁占 44.6%（29/65），中位年龄为

38 岁。Ⅰ级胶质瘤占 4.6%（3/65），Ⅱ级胶质瘤占 95.4%（62/65）。伴有癫痫状态占 41.5%

（27/65），无癫痫状态占 58.5%（38/65）。肿瘤累及单个脑叶占 72.3%（47/65），累及多个脑

叶占 27.7%（18/65）。肿瘤累及单侧脑组织占 83.1%（54/65），累及双侧脑组织占 16.9%

（11/65）。肿瘤单发占 98.5%（64/65），累及多发占 1.5%（1/65）。同步放化疗患者占 53.3%

（32/65），单纯术后放疗占 46.7%（28/65）。术后行辅助化疗占 49.2%(32/65)，未行辅助化疗

占 50.8%（33/65）。基因检测方面，行 1p19q 检测占 7.7%（5/65），其中联合缺失占 60%

（3/5），无联合缺失占 40%（2/5）。甲基化检测占 4.6%（3/65），其中 MGMG 甲基化检测阳

性占 66.7%（2/3），MGMT 甲基化检测阴性占 33.3%（1/3）。IDH-1/2 基因检测占 13.8%

（9/65），其中 IDH-1/2 基因检测突变阳性率为 44.4%（4/9），IDH-1/2 基因检测突变阴性率为

22.2%（2/9）。IDH-1 突变且 IDH-1/2 无突变为 33.3（3/9）。全组患者 1、2、3 年生存率分别为

97.9%、94.8%、91.7%，中位生存期为 30.3 个月。而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分析结果暂未显示出对

预后有影响的相关因素。 

结论  低级别胶质瘤术后联合调强放射治疗可取得较好的近期疗效。 

 
 
PO-034 

调强放疗联合替莫唑胺治疗高级别脑胶质瘤的长期疗效分析 

 
唐红

1,2
 吴伟莉

1,2
 金风

1,2
 龙金华

1,2
 李媛媛

1,2
 罗秀玲

1,2
 龚修云

1,2
 周亚

1
 张芒

1
 

1.贵州省肿瘤医院 

2.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目的 观察调强放射治疗（IMRT）联合替莫唑胺（TMZ）治疗高级别脑胶质细胞瘤（HGG）患者的

生存，探讨影响 HGG 患者预后的因素。 

方法 选取 2008 年 4 月至 2015 年 4 月我院收治的初治 III-IV 级脑胶质细胞瘤术后患者 53 例，所有

患者行调强放疗联合同步及辅助 TMZ 化疗。放疗采用 IMRT 技术，剂量 GTVp/GTVtb 

64.2Gy/30f,PTV1 60Gy/30f，PTV2 54Gy/30f；放疗期间同步口服 TMZ 75mg/（m2·d）。同步放

化疗结束后 4 周行辅助化疗，TMZ 150-200mg/（m2·d），连用 5 天，21-28 天/周期，共 6 周期。

观察患者的总生存率（OS）、无进展生存率（PFS），并对患者性别、年龄、KPS 评分、手术切

除程度、病理分级、手术至放疗间隔时间、是否行辅助化疗等因素对患者的预后的影响进行分析。 

结果 （1）全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 47 个月（16-100 个月）。（2）39 例患者出现肿瘤进展或复

发，其中死亡 34 例；因第二原发肿瘤(宫颈癌)死亡 1 例。（3）全组 3、5 年 OS 为 31.3%和

26.7%，3、5 年 PFS 为 28.5%和 19.0%。（4）多因素分析显示手术切除程度(P=0.027)、性别

（P=0.011）、是否完成 6 周期辅助化疗（P=0.028）为影响患者 OS 的独立影响因素；年龄

(P=0.006)及手术切除程度(P=0.005)也是影响患者 PFS 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IMRT 联合及辅助 TMZ 治疗 HGG 的疗效肯定，本组病例研究提示手术切除程度、性别、年

龄、及辅助化疗周期数是影响高级别胶质瘤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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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5 

83 例脑转移瘤行全脑调强放疗的疗效和预后因素分析 

 
邹宁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  评价全脑调强放射治疗脑转移瘤的疗效以及影响患者生存率的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性 分析 2010 年 8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湖北省肿瘤医院放疗中心行全脑调强放射治疗的

83 例脑转移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采用 Log-rank 检验行单因素生

存相关危险因素分析，采用 Cox 回归模型进行影响患者预后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  83 例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 11.6 月。6 个月、1 年和 2 年生存率分别为 70.3％、42.2％和

17.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前年龄、KPS 评分、RPA 分级、颅外病灶控制情况、最大脑转

移灶体积是影响患者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无Ⅲ～Ⅳ级血液学以外的不良反 应。 

结论 全脑调强放射治疗是多发脑转移瘤的一种有效治疗手段，可有效缓解患者症状，延长生存

期， 提高生活质量。  

 
 
PO-036 

全脑放疗联合替莫唑胺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的 

 
蒲廷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目的  通过对全脑放疗联合替莫唑胺对比单纯 WBRT 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

系统评价，探讨 WBRT+TMZ 治疗 NSCLC 脑转移的疗效、患者生存情况及不良反应。 

方法  检索 PubMed 数据库、EMBASE 数据库、Cochrane 图书馆临床对照试验数据库、Cochrane

协作网系统评价肺癌组数据库、中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关于 WBRT 和

TMZ 治疗 NSCLC 脑转移的随机对照实验。由两位评价者独立提取文献资料并依据 Cochrane 

Handbook 5.1.0 中推荐使用的 Cochrane 风险偏倚评估工具对文献进行质量分析及评价。使用

RevMan 5.3 对各效应量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文献 6 篇（427 例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 WBRT+TMZ 的治疗模式能够使患者潜

在获益，尤其在客观缓解率方面，联合治疗组（62.6%）明显优于单纯 WBRT 组（46.0%），差异

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004，相对危险度 (risk ratio，RR) =1.41, 95%CI (1.17, 1.71)。远期疗

效方面，联合治疗组并未增加患者生存获益，两组患者在总生存时间及无进展生存期方面的差异均

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 值、危险比（hazard ratio, HR）值及 95% CI 分别为 0.60, 1.09 [0.80, 1.48] 

和 0.59, 1.15[0.73, 1.80]。而 WBRT+TMZ 增加了Ⅲ/Ⅳ级骨髓移植等血液毒性反应以及恶心、呕吐

等胃肠道副反应的发生。联合用药组血液毒性反应发生率是对照组的 2.29 倍，且差异有统计学差

异，P=0.02，RR=2.14，95% CI [1.12, 4.06]；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副反应发生率联合治疗组为对

照组的 1.9 倍，但两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6, RR=1.84, 95%CI [0.98,3.47]。 

结论  现有证据提示对于 NSCLC 脑转移的治疗，WBRT+TMZ 与单纯 WBRT 相比，改善了客观反

应率，但增加了患者Ⅲ/Ⅳ血液毒性反应，而胃肠道不良反应未明显增加，联合方案未能将近期的

局控获益转化为远期的生存获益。因此，对于 WBRT+TMZ 治疗 NSCLC 脑转移的疗效和安全性，

还需要进一步的大规模、高质量、前瞻性的Ⅲ期临床研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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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37 

脉冲低剂量率放射治疗对斑马鱼原位脑胶质瘤模型治疗效果和放

疗损伤的实验研究 

 
张鹏 郞锦义 袁梦珍 

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中心 610081 

 

目的  建立人 U87R 细胞株斑马鱼原位脑胶质瘤模型，研究脉冲低剂量率放射治疗（PLDR）对该

模型的治疗效果及放射损伤效果，并探索放疗后斑马鱼血脑屏障的变化。  

方法  通过显微镜下注射，将 U87R 细胞注射在血管上皮表达绿色荧光的胚胎斑马鱼脑组织内，建

立原位脑胶质瘤模型。24 小时后，选择接种好的斑马鱼分为 3 组：对照组，常规放疗组（RT），

低剂量率放疗（PLDR）组，.每组 25 只，采用 6 MV 直线加速器，剂量率为 300MU/min。常规放

疗组给予 2Gy/次/天，连续 4 天放疗，PLDR 组给予 0.2Gy/次，、间隔三分钟 1 次，共 10 次，剂

量率为 6.7 cGy/min，连续 4 天放疗。放疗后一天注射 4',6-二脒基-2-苯基吲哚观察血脑屏障的变

化。使用共聚焦显微镜进行拍照，Axiovision rel.4.8 显微图像分析软件进行测量脑胶质瘤大小。所

有数据采用 SPSS16.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成功建立人 U87R 细胞株斑马鱼原位脑胶质瘤模型。经放射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肿瘤明显

缩小，PLDR 组的局控率较 RT 组效果好（P<0.05）。对照组、RT 组、PLDR 组中位生存时间为

6、7、9 天（P<0.05）。代表胚胎斑马鱼正常组织放疗后损伤指标-尾部卷曲率在 RT 组和 PLDR

组为 16%和 24%（P<0.05）。放疗后未观察到 RT 组、PLDR 组斑马鱼血脑屏障的损伤。  

结论  治疗人 U87R 细胞株斑马鱼原位脑胶质瘤，PLDR 组较 RT 组更有效。并且，PLDR 组能减少

正常组织的放射损伤。因此，脉冲低剂量率放射治疗可以成为脑胶质瘤一种新的有效治疗方法。 

 
 
PO-038 

CT 引导下碘 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 椎体转移瘤 20 例分析 

 
张开贤 张旭升 邢超 胡苗苗 满其荣 李培顺 

山东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77599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1 月至 2016 年 4 月收治的 20 例椎体转移癌患者行 CT 引导下碘 125 放

射性粒子植入术的病历资料，评价 125I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椎体转移瘤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20 例患者共累及 27 节椎体，其中胸椎 20 个，腰椎 7 个。4 例靶病灶曾经接受过放疗，8 例

曾经接受化疗，8 例既往未曾接受任何治疗。术前 VAS 评分：0 分 2 例，4-6 分 4 例，7-10 分 14

例。术前脊髓功能 Frank 功能分级：B 级 2 例，C 级 3 例，D 级 3 例，E 级 12 例。溶骨性病变 18

例，成骨性病变 2 例。椎体后缘完整 9 例，不完整 11 例。所有患者均进行术前计划设计，处方剂

量 110-150Gy。全部在 CT 引导下进行，穿刺采用徒手、3D 打印共面和非共面模板引导，部分病

例借助骨钻打孔，按照术前计划植入粒子，植入范围超出肿瘤 1.0cm-1.5cm，粒子与脊髓保持 1cm

间距以上间距。植入 125I 放射性粒子后，即刻 CT 大范围扫描，观察粒子分布情况，部分进行术

中剂量优化，必要时补种粒子。 

结果 20 例患者均一次植入成功。植入粒子数目平均 35 颗（18-110 颗），粒子活度平均 o.75mCi

（0.5-0.8 mCi），术后 D90 平均 110Gy（60.5-154Gy），术后 V90 平均 94.2%（68.9%-

97.5%）。脊髓 Dmas 平均 58Gy（44-98Gy）。中位局部控制时间 10 个月，5 个月局部控制率为

76.2%，10 个月局部控制率为 48.5%。随访时间 1-63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 10 个月，5 个月生存率

是 83.6%，10 个月生存率是 55.7%。20 例患者有 18 例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胸背部疼痛，术前、

术后疼痛 VAS 评分均数分别为为 7.0 分±2.80 和 2.35±2.03（P＜0.05）。术后 1-3 个月内进行神

经功能评估，8 例术前脊髓功能受损，其中 3 例 D 级好转为 E 级，2 例 B 级好转为 E 级；2 例 C 级

好转为 D 级，12 例维持 E 级不变，1 例患者由 C 级降为 B 级。脊髓功能恢复或者保留率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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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均无Ⅱ度以上皮肤损伤，均未出现放射性脊髓炎、放射性骨坏死以及骨折，无神经损伤症

状，术后 CT 扫描无明显粒子移位。 

结论 CT 引导下的碘 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椎体转移瘤，具有定位准确、治疗周期短、可分次进

行、微创安全有效的优点，尤其适用于椎体后缘不完整、不适合做椎体成形术、放疗后复发的患

者，值得进一步研究应用。 

 
 
PO-039 

放疗联合替莫唑胺治疗脑转移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涛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通过采用容积弧形调强放疗技术联合替莫唑胺治疗脑转移癌的临床疗效观察。 

方法  选取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期间与我院治疗的 93 例脑转移癌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按照治疗

方案分成 2 组, 对照组 44 例,23 例男,21 例女;最小年龄 27 岁,最大年龄 78 岁,平均年龄(55.7±4.1)岁;

其中脑转移病灶来源包括：21 例肺癌,14 例乳腺癌,9 例大肠癌。观察组 49 例,25 例男,24 例女;年龄

最小 33 岁,最大 74 岁,平均年龄(55.4±3.9)岁;其中脑转移病灶来源包括：23 例肺癌,15 例乳腺癌,11

例大肠癌。对照组治疗方案为单纯放疗,放疗技术为容积弧形调强技术放疗，照射方式为全脑照射

同期加量, 照射剂量:PGTV:5600cGy/280cGy/20f;PTV:4000cGy/200cGy/20f，1 次/天,5 次/周,共 20

次,1 次/周 CBCT 验证,要求 95%PTV 接受 95%处方剂量。危及器官限量要求:脑干

Dmean<5400cGy,晶体 Dmax<800cGy,视神经 Dmax<3000cGy。内耳 Dmax<4000cGy 观察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同步口服替莫唑胺治疗 75mg/m2/d。治疗期间给与地塞米松和甘露醇脱水降颅压治

疗。治疗结束后复查头部增强核磁，根据影像学检查病灶变化情况来判断治疗效果。 

结果  对照组:缓解率（完全缓解+部分缓解）61.36%,总有效率（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稳定）

81.81%;观察组缓解率（完全缓解+部分缓解）83.67%,总有效率（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稳定）

95.91%,两组比较：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良反应：骨髓抑制(包括血红蛋白、血小板、白

细胞、红细胞)、肝肾功能损害、脑组织水肿(包括恶心、呕吐、头晕、头痛、肢体感觉及运动障碍)

发生率和程度上,比较两组不良反应: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容积弧形调强放疗技术联合替莫唑胺治疗脑转移癌的总体疗效上,缓解率、总有效率均明显高

于单纯放疗组,同时在不良反应包括脑组织水肿、骨髓抑制、肝肾功能损害的发生率和程度上与单

纯放疗组相近,无明显提高,且均为患者可耐受,说明容积弧形调强放疗技术联合替莫唑胺对脑转移癌

疗效显著,同时不良反应较低,安全性较高,可用于临床一线治疗。 

 
 
PO-040 

体部伽马刀治疗肾上腺神经纤维瘤术后复发灶一例 

 
康晓黎 王颖杰 夏廷毅 

空军总医院 100142 

 

目的  评价体部伽马刀对于肾上腺神经纤维瘤的治疗疗效 

方法  患者，男，39 岁。2004 年 6 月体检发现右肾上腺占位，于外院行右肾上腺腺瘤切除术，术

后病理为：神经纤维瘤。2005 年 3 月行 CT 检查示术后病灶复发，遂再次行手术切除。2006 年 7

月自觉右肾区隐痛，再次复查 CT 示：右肾上腺区占位，大小约 5*6cm，下腔静脉受侵。2006 年 8

月 8 日至 8 月 29 日于我科行体部伽马刀治疗。具体计划为：右肾上腺区肿瘤复发灶 周边 50%等剂

量线，3Gy/次，共 16 次，5 次/周。 

结果  患者放疗期间无胃肠道及血液学毒性反应，未见肝功能异常。患者放疗后 1 个月复查，偶感

右肾区隐痛，CT 示病灶稳定，无著变。放疗后 6 个月复查，右肾区隐痛消失，CT 示病灶较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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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缩小。后定期复查，病灶持续缩小，放疗后 6 年，右肾上腺区病灶完全消失。目前为放疗后 10

年，病人一般情况良好，未见肿瘤复发及远处转移。 

结论  肾上腺神经纤维瘤是发生在肾上腺罕见的良性肿瘤之一，可能发生恶变，恶变概率达 10 %～

20 %。文献报道肾上腺神经纤维瘤应按照无功能性肾上腺肿瘤处理，但部分患者肿瘤切除后也可

复发， 并且有恶变的可能 。本例患者经 2 次术后，且肿瘤侵犯下腔静脉，与周围组织粘连紧密，

手术无法彻底根除。我们根据病例特点，采用高分次剂量，短疗程的放疗方案。放疗后 10 年，病

灶控制良好，无明显放疗副反应，证明体部伽马刀对于肾上腺肿瘤给予高剂量照射能获得很好的局

控率及生存率，且放疗反应轻微。随着体部伽马刀治疗肾上腺原发肿瘤或转移灶病例的增多及经验

的增加，给予病灶根治性剂量，可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为患者带来一个更好

的治疗方法的选择，甚至于替代手术首选放疗。 

 
 
PO-041 

低级别脑胶质瘤综合治疗后假性进展 1 例病例报道 

 
杨从波 李险峰*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 030001 

 

目的  脑胶质瘤假性进展（pseudoprogression,psPD）是一个影像学概念，多发生于高级别胶质瘤

综合治疗后，而有关成人脑低级别胶质瘤假性进展的报道却很少，本文对一例发生在低级别脑胶质

瘤的患者进行了连续随访，并进行了分析。 

方法与结果 患者，男，32 岁，2012 年 3 月因―视物不清，视直线为曲线，伴头痛 20 余天‖收住我

院神经外科，全麻下行右额颞肿瘤切除术，术后病理示：混合性星型少突胶质细胞瘤，WHOⅡ

级。2012 年 4 月-6 月行同期放化疗，DT54Gy/2Gy/27Fx，替莫唑胺 75mg/（m
2.
d）化疗。放疗后

4 周开始予替莫唑胺 150mg/（m
2.
d）d1-d5 辅助化疗，28 天为一疗程，复查 MRI 显示右侧额叶术

区边缘可见环形、斑片样强化，与术后 MRI 片比较强化影减少。放疗后 3 月，2 周期化疗后，复查

MRI 示脑实质内未见明确异常强化影，右侧脑室受压变扁。患者不愿继续化疗，定期随访观察。放

疗后 9 个月复查 MRI 示右额叶片状低信号影，前下部出现新的强化灶，考虑为复发。多学科会

诊， 1.目前考虑复发，但不除外放化疗后假性进展，可以考虑手术或去上级医院活检病例明确。2.

考虑对新的病灶进行放疗、化疗或同步，但鉴于患者放疗结束后不足 1 年，暂不考虑放疗。3.密切

观察 1-2 月，再复查。放疗后持续复查，一直到放疗后 4 年（2016 年 3 月）强化影逐渐减小。 

结论 假性进展 psPD 是脑胶质瘤综合治疗中的一个临床过程，其在高级别胶质瘤的综合治疗中并

不罕见。当影像学上提示 psPD 可能性大时，对于是否更换化疗方案需要慎重，对于是否行手术干

预，更是要全面综合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并结合 PET/CT 和 MRS 检查结果，以及糖皮质激素治

疗的效果，来正确区分肿瘤复发和假性进展，以免给患者身心和经济等方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14]，

多在有明显临床症状者才考虑手术。 

 
 
PO-042 

放射治疗 1 例小细胞肺癌脊髓转移 

 
王丽丽 李险峰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 030001 

 

目的  探讨脊髓转移瘤患者的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方法，提高对脊髓转移瘤的认识。 

方法 全程跟踪患者治疗过程，并根据患者自身疾病特点和临床表现对患者进行放疗和联合激素冲

击脱水治疗。 

结果 患者女性，54 岁，2014 年 11 月体检发现右肺占位，行胸部 CT 示：右肺上叶间段中央型肺

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取活检提示：右肺上叶小细胞肺癌；头颅 MRI 示：左侧枕叶、丘脑及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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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叶占位，考虑转移瘤。患者未行治疗。2015 年 1 月患者开始间断出现右侧头部针刺样疼痛，伴

头晕、左侧肢体不利，行胸部 CT 和头颅 MRI 提示病灶较前增大，于 2015 年 1 月 14 日至 2015 年

2 月 15 日予以 EP（依托泊苷+顺铂）方案化疗 2 个周期，头颅适行放疗 DT 

4000cGy/200cGy/20Fx，患者头痛及肢体不利症状好转，复查影像学检查提示病灶缩小，疗效评

价为 PR。随后于 2015 年 2 月 25 日至 2015 年 8 月予以 EP 化疗 4 个周期，胸部放疗 DT 

1800cGy/200cGy/19Fx，对颅内残留病灶行调强放疗 DT 1000cGy/200cGy/5Fx，后因骨髓抑制改

口服依托泊苷治疗，患者病情平稳。2016 年 3 月患者开始出现腰痛，双下肢无力，渐至双下肢截

瘫，感觉丧失，大小便功能障碍，于外院行腰椎增强 MRI 提示：胸 9-11 椎体水平脊髓异常强化

影，考虑 1.脱髓鞘病变 2.转移待除外；PET 检查示：胸 9，10 椎体层面后方脊髓糖代谢增高，

SUVmax 为 3.82g/mL，给予脱水、激素冲击治疗，效果差。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转入我院，给予

脊髓放疗 DT 4000cGy/200cGy/20Fx，同时辅以大量激素冲击脱水治疗，患者腰痛症状明显缓解，

双下肢浅感觉部分恢复。 

结论 1.若肺癌患者出现疼痛、肌力减退甚至完全瘫痪、大小便功能障碍等神经系统症状，需要考虑

脊髓转移瘤的可能；2.诊断脊髓转移瘤主要依靠影像学检查，如脊髓转移瘤病灶在 MRI 表现为

T1WI 呈等或低信号, T2WI 呈高信号；在 PET 表现为病变脊髓糖代谢增高；3.脊髓转移瘤患者诊断

明确后，尽快行放疗联合激素冲击脱水治疗，能逆转早期的、暂时性的功能障碍，并能有效地改善

神经系统症状。 

 
 
PO-043 

114 例胶质瘤术后放射治疗后失败模式 

 
高云生 倪伟琼 曹卫国 陈佳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放疗科 200025 

 

目的  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脑胶质瘤患者术后放射治疗的经验，探讨胶质瘤术后

放射治疗预后的因素。 

方法  对资料完整的 114 例胶质瘤患者（男 64 例，女 50 例）进行回顾性研究。中位年龄 47 岁。

其中低分级胶质瘤 51 例（WHO I 级 4 例，II 级 51 例），高分级胶质瘤（WHO III 级 31 例，IV 级

胶质母细胞瘤 32 例）63 例。手术全切 74 例，次全切 38 例，单纯活检 2 例。术后 2 周至 2 个月

内接受放射治疗，其中 62 例例采用加速器光子线、二维放疗技术；52 例采用 3D-CRT 或 IMRT 技

术放疗。WHO I-II 级 50-54Gy；WHO III-IV 级 54-60Gy。有 5 例患者因个人原因未能完成放疗。

其中 25 例患者接受了替莫唑胺的同期化疗，及替莫唑胺单药的辅助化疗。KAPLAN-MEIER 法计

算生存率，Cox 比例风险模型进行预后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  胶质瘤患者术后接受辅助放疗或放化疗的主要失败模式是局部复发，其次是局部未控。对于

高级别胶质瘤，存在颅外转移的可能。本组病例中，有一例患者死于脊髓广泛转移。总体来说，手

术有残留或仅给以活检、高级别胶质瘤患者预后较差。对于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的综合治疗可能改

善患者的预后。 

结论  病理分级、手术切除程度及治疗方式是影响放射治疗胶质瘤预后的重要因素。还需要进一步

探讨胶质瘤分子生物学改变在胶质瘤预后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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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4 

脑胶质瘤初治标本及配对复发标本干性基因的差异性分析 

 
余维

1,2
 任晓秋

1,2
 周娟

1,2
 周小丰

1
 章必成

1
 王德良

1
 周侠特

1
 李香龙

1,2
 魏启春（通讯作者）

1,2
 

1.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放疗科 

2.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恶性肿瘤预警和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研究目的  脑胶质瘤易复发，肿瘤干细胞与肿瘤复发和耐药相关。本研究收集 50 例术后复发再次手

术的脑胶质瘤资料，对初治标本及其配对复发标本进行干性相关基因分析，旨在更好地认识胶质瘤

的生物学行为、复发肿瘤与原发肿瘤的干性相关基因差异，丰富对胶质瘤的认识。 

方法  对浙医二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脑胶质瘤术后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50 例复发且再

次手术病例入组。免疫组化检测干细胞相关基因 CD133、EZH2、SOX2。Kaplan-Meier 法估计生

存率，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 检验比较生存率。 

结果  50 例脑胶质瘤术后复发再次手术，42 对标本免疫组化结果可分析。初治患者低级别胶质瘤

18 例、高级别 24 例，复发标本低级别 8 例、高级别 34 例，10 例患者从低级别升为高级别胶质

瘤。初治标本 CD133 表达 3+，2+，1+和 0+分别为 9 例（21%），19 例（45%），5 例（12%）

和 9 例（21%）。其中低级别胶质瘤 CD133 表达 3+，2+，1+和 0+分别为 2 例（11%），7 例

（39%），1 例（6%）和 8 例（44%）；高级别胶质瘤 CD133 表达 3+，2+，1+和 0+分别为 7 例

（29%），12 例（50%），4 例（17%）和 1 例（4%）。复发标本 CD133 表达 3+，2+，1+和

0+分别为 13 例（31%），24 例（57%），2 例（4%）和 3 例（7%）。其中低级别胶质瘤 CD133

表达 3+，2+，1+和 0+分别为 2 例（25%），4 例（50%），0 例和 2 例（25%）；高级别胶质瘤

CD133 表达 3+，2+，1+和 0+分别为 11 例（32%），20 例（59%），2 例（6%）和 1 例

（3%）。从低级别发展为高级别胶质瘤的患者中，8 例（80%）CD133 表达升高；复发仍为低级

别者，3 例（38%）CD133 表达升高；初治为高级别，复发仍为高级别者，10 例（42%）CD133

表达升高。初治肿瘤 CD133 表达 3+和 2+的患者较低表达（1+，0+）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短

（14.7 vs 24.5 months, p=0.015）。EHZ2 在初治与复发样本的变化趋势与 CD133 相当，而

SOX2 的变化趋势与 CD133 相反，即复发样本 SOX2 表达有下降趋势。 

结论  高级别胶质瘤 CD133、EZH2 常常高表达，复发脑胶质瘤干性基因 CD133、EZH2 表达呈上

升趋势；SOX2 表达相反；CD133 高表达与不良预后相关。 

 
 
PO-045 

替莫唑胺联合全脑放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瘤 的疗效观

察：一项单中心、前瞻性 II 期临床研究 

 
李子煌 李先明 杨东 李壮玲 龚龙 

深圳市人民医院 518020 

 

目的  评价替莫唑胺联合全脑放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瘤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6 月共 31 例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瘤患者纳入研究，全部患者均有原

发灶病理诊断，腺癌 23 例、鳞癌 7 例、腺鳞癌 1 例；并经头颅增强 MRI 显示颅内转移灶≥3 个，

原发病灶已控制（包括原发病灶已切除或原发病灶虽未切除但得到药物治疗达 PR/CR≥2 个月），

且无颅外转移病灶存在或颅外转移病灶得到控制≥2 个月。全脑放疗 DT 30Gy，3Gy/次，5 次/周；

所有患者于放疗第 1 天开始给予替莫唑胺口服治疗(75 mg/m 2/d )，直至放疗结束，放疗结束后 4

周继续予以 6 周期替莫唑胺辅助化疗，方案为 150~200mg/m 2/d ，连续服用 5 天，28 天为 1 个周

期。观察患者疗效、安全性及认知功能变化。并对患者性别、年龄、转移瘤个数、病理类型、有无

EGFR 突变、有无伴有颅外转移病灶、RPA 分级、近期疗效有无达 CR 以及放疗前有无认知功能损

伤等因素对患者预后的影响进行多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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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放疗结束后 4 周复查头颅增强 MRI，全组患者客观缓解率（ORR）为 74.1%(23/31)，其中完

全缓解率（CR）19.3%(6/31)，部分缓解率（PR）为 54.8%(17/31)。随访截止于 2016 年 8 月 1

日，23 例患者死亡，中位无颅内进展时间 11.5 个月，中位生存时间 13 个月，1 年 PFS、OS 分别

为 63.1%、 

64.5%。常见毒副反应为恶心、呕吐，并伴有中性粒细胞及血小板的减少，但经对症处理后大部分

患者均可缓解并耐受。多因素分析显示有无伴有颅外转移病灶及 RPA 分级是影响 OS 的独立预后

因素；转移瘤个数及近期疗效有无达 CR 是影响 PFS 的独立预后因素。对于认知功能受损的患者

放疗结束后大部分有所恢复，放疗后 3 月、6 月部分患者出现认知功能评分下降。 

结论  替莫唑胺联合全脑放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瘤具有较好的近期疗效和安全性，但远期生

存获益需要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来予以验证。全脑放疗后 MMSE 评分有不同程

度下降，未来的临床研究需要引入立体定向放疗技术以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PO-046 

Exploration of the recurrence in radiation brain 

necrosis after bevacizumab discontinuation(ASTRO POSTER) 
 

Hong qing Zhuang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300060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aper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currence and its causes of radiation 
brain necrosis following bevacizumab discontinuation.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14 patients with radiation brain necrosis (confirmed through 
imaging) after stereotactic radiotherapy for a primary or metastatic brain tumor and who received 
bevacizumab treatment from June 2011 through December 2014. The patients received 
bevacizumab at 5 mg/kg, q3-4w, for at least 3 cycles. The T1 signal intensity from enhanced MRI 
images was used as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he brain necrosis treatment efficacy.  
Results  brain necrosis improved in 13 of the 14 cases (92.9%). However, during follow-up, 10 of 
the 13 responsive patients (76.9%) exhibited a recurrence in brain necrosis, and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brain 
necrosis recurrence was related to the follow-up time after the initial bevacizumab treatment 
discontinuation. Conclusion  bevacizumab produced good short-term effects for radiation brain 
necrosis; however, most of the patients would recurrence after bevacizumab is discontinued. 
Thus, brain necrosis was irreversible. 
 
 
PO-047 

Ⅲ-Ⅳ级脑胶质瘤术后 MRI-CT 图像融合放疗联合 TMZ 化疗 

预后分析 

 
李娟 祝淑钗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三科 050011 

 

目的  评价Ⅲ-Ⅳ级脑胶质瘤术后放化综合治疗的疗效及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 2007-04 至 2013-06 我院 36 例术后放疗联合―替莫唑胺‖化疗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总生存率和复发率，Cox 模型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  随访率 100%，全部患者随访满 1 年以上。1、2 年总生存率为 52.8%、11.1%。总复发率为

55.6%。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切除程度、肿瘤分级、化疗周期是影响预后及复发的因素。 

结论  Ⅲ、Ⅳ级脑胶质瘤患者术后放疗联合―替莫唑胺‖化疗可取得较好疗效，肿瘤全切、肿瘤病理

分级Ⅲ级、放疗同期及巩固化疗 4 周期以上是影响恶性胶质瘤患者长期生存的有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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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048 

136 例脑胶质瘤术后精确放疗的疗效和预后因素初探 

 
马辉辉

1,2
 杨林

1
 王凡

1
 孔令玲 

1
 汪浩

1
 吴黎明 

1
 权循凤

1
 沈莉 

1
 张丽

1
 汪义纯 

1
 何雨祯

2
 

1.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疗科 

2.安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 

 

目的  回顾性分析脑胶质瘤术后三维适形及调强放疗疗效，探讨其预后因素。 

方法  选取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疗科 2005 年 9 月至 2015 年 10 月间治疗的 136 例脑胶质

瘤术后患者入组，全部患者均经病理组织检查证实，其中男性 81 例，女性 55 例，男女比例 1.5：

1。年龄 14-83 岁，平均年龄 45.5 岁。临床病理分级显示，II 级 54 例，III 级 46 例， IV 级 36 例。 

治疗方法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其中 8 例进行手术全切，16 例行肿瘤次全切除，110 例进行部分

切除，2 例仅行活检术。 

所有患者均接受适形放疗（3D-CRT）或调强适形（IMRT）精确放疗，常规分割照射，1.8-2.0Gy/

（次，天），每周 5 次。总剂量 50-60Gy/25-30Fx。多数患者给予缩野后推量或者同步加量。 

同步放疗组给予替莫唑胺胶囊（75mg/m2/天），放疗期间连续服用 6 周。同步放疗后辅助化疗的

替莫唑胺用量为 150-200 mg/m2/天，连续服用 5 天。28 天一个周期。  

无进展生存时间（PFS）为手术之日起至患者疾病进展的时间差。总生存期（OS）为手术至死亡

或最后随访的时间差。 

近期疗效指在放疗或放化疗结束后 2 个月进行评价，根据 RECIST 的疗效评估标准。 

全组病例均获随访, 2016 年 7 月随访截止，中位随访时间 48 个月。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

生存分析。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Log-rank 法比较组间生存率。多因素分析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运用 Forward Wald 法筛选变量进行独立预后因素的分析。 

结果  全组患者中位生存期 43±6.7 个月。1 年，3 年和 5 年总生存（OS）率分别为 67.9%，

44.5%，39.2%。对应的 1 年和 3 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60.3%，42.2%。单因素分析显示，KPS

评分（χ2＝2.9，P<0.01）、病理分级、多个病灶、手术切除程度及放射治疗后反应率

（P<0.001）是影响胶质瘤术后放疗生存率的重要因素。而术后至放疗开始的时间控制在 28 天显

示出生存获益的趋势（P＝0.07）。 

多因素回归分析表明，KPS 评分、多病灶、病理分级、手术切除程度及近期治疗疗效是影响生存

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II 级以上胶质瘤术后行精确放疗联合同步化疗及序贯化疗可获得较好的生存率。患者的一般状

况、病理级别、多个病灶、手术切除程度、初程放疗疗效，可作为判断临床预后的参考指标。 

 
 
PO-049 

化疗难治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全脑全脊髓调强放射 

治疗的临床研究 

 
李泉 漆辉雄 方珊珊 靳义强 刘媛 刘波 

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研究化疗难治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发生率和全脑全脊髓调强放射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确诊的 49 例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患者的资

料，其中 7 例经大剂量甲氨蝶呤、阿糖胞苷化疗加鞘内注射治疗后无缓解。对患者白血病分型、危

险分组、既往治疗经过、放疗至疾病缓解时间、放疗疗效维持时间、不良反应进行分析。 

结果  49 例患者平均年龄 36 岁，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38 例，其中高危组 17 例，标危组 21 例，

急性髓性白血病 11 例。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按全国白血病防治研究协作工作会议的诊断标准。针

对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的治疗方案为甲氨蝶呤 3.5g/m2 iv drip q3w 联合或不联合阿糖胞苷 1g/m2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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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p q12h×2 天，鞘内注射甲氨蝶呤 12mg，阿糖胞苷 50mg，每周 2 次×8-10 次。达 CR 者继续鞘

内化疗 4-6 次。7 例未达 CR 者诊断为化疗难治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发生率 14%，给予全脑全脊

髓调强放射治疗 23.4Gy/13F。7 例难治患者均达到完全缓解，平均脑脊液缓解时间为放疗后 8-10

次，平均随访 2.1 年，无中枢神经系统复发率达 100%。放疗主要的近期不良反应为头晕、头痛，

远期不良反应有轻度的记忆力减退、智力下降、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等。 

结论  全脑全脊髓放疗 23.4Gy/13F 是治疗化疗无效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的有效治疗手段。有必要

进行临床研究探索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放疗的最佳剂量。 

 
 
PO-050 

射波刀对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瘤的近期疗效分析 

 
孙颖哲 孙静 朴俊杰 范毓泽 何卫平 李欢 王卉 段学章 

解放军第 302 医院 100039 

 

目的  观察射波刀治疗肺癌脑转移瘤的近期疗效。 

方法  收集我院 2011 年 5 月—2013 年 12 月非小细胞肺癌伴脑转移瘤行射波刀治疗的患者 21 例，

脑转移瘤放射剂量为，采用低分次照射 3.5~8.5Gy/次, 1~10 次,中位值 5 次, 总剂量 5.5~35Gy, 中

位值 24Gy, 生物等效剂量 15.72~48Gy。 

结果  治疗 1 月后，临床症状改善率 90.4%; 治疗 3 个月后，临床有效率为 71.0%, 局部控制率为

86.8%。患者治疗 3 个月后的神经功能损失评分下降、日常生活能力量表评分上升（P 均

<0.05）。 

结论  肺癌脑转移患者在行射波刀治疗后，能有效延长生存率，提高肿瘤的局部控制率，减轻毒副

反应，改善生活质量，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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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001 

手术中不可切除局部晚期胰腺癌行术中电子线放疗或联合术后放

化疗的近期疗效和并发症 

 
郑苗丽 宋永文 王成峰 冯勤付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100021 

 

目的 探讨术中不可切除局部晚期胰腺癌给予术中电子线放疗（IOERT）或联合术后放化疗的疗

效。 

材料和方法 从 2009 年至 2013 年，共 134 例因术中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胰腺癌计划性 IOERT 联

合术后放化疗，IOERT 中位剂量为 13Gy（10-20Gy），其中仅 44 人（32.8%）完成足量术后放疗

（45-53Gy。术后放疗者 79.3%为同步术后放化疗，采用调强放射治疗技术。分析局部控制率、总

生存率、治疗相关并发症和影响预后的因素。 

结果 术中放疗加术后放疗的中位生存期为 1.77 个月，未结合或不足量术后放疗者为 7.33 个月

（P<0.001）。术后同步放化疗者与术后单纯放疗的中位生存率分别为 11.77 个月 与 9.43 个月

（P=0.461），局部控制率为 17.8 个月与 7.07 个月（P=0.097）。46 例 IORT 结合术后放化疗

者，3 级及以上治疗相关反应的为胃肠道反应 12 例（26.1%）、腹痛 12 例（26.1%）和骨髓抑制

8 例（17.4%）；在 11 例结合单纯放疗者，3 级及其以上反应为胃肠道 2 例（18.2%）、腹痛 3 例

（27.3%）和骨髓抑制为 0（P 值分别为 0.584、0.937、0.136）。28 例因肿瘤与胃十二指肠关系

不密切者，因年龄较大或微小转移等给予单纯术中放疗 16-20Gy，中位 18Gy ，中位生存期 12.1

个月。而在  ≤15Gy 者，未给予术后放疗者仅为 7.33 个月  年龄（P=0.043）、肿瘤大小

（P=0.008）、术后放疗剂量（P<0.001）和限光筒直径（P=0.021）对预后有影响，而肿瘤位

置、IOERT 剂量、术中植入 5-FU 并未发现相关性。术后放疗在术后小于 1 个月内进行者的中位生

存期 8.9 个月，1 个到 3 个月内为 12.13 个月（P=0.163）。 

结论 IOERT 联合术后放化疗在术中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胰腺癌有较好疗效，可获得更长的生存

期，治疗相关并发症可接受。术后放疗剂量和肿瘤大小影响总生存。单纯大剂量 IOERT 可得到术

中放疗结合术后放疗的疗效。术后放疗宜在术后恢复较好时进行，应在一个月以上，有利于完成术

后放疗或同步放化疗。本组未完成术后放疗占 67%，尽管术中放疗有效，但胃肠限制器官不能给

予高量。因此，宜鼓励病人完成术中放疗结合术后放疗和同步放化疗，得到更多的治疗获益。 

 
 
PP-002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with low energy photon in 

superior pulmonary sulcus tumors 
 

pan yi,zhong wenzhao,yang xuening,chen zhiyong,liang yu,xie songxi,liao riqiang,dong song,wu yilong 
Guangdong General Hospital & Guang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510080 

 

Object  The standard of care for potentially resectable superior pulmonary sulcus tumors is 
currently preoperative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CRT) followed by surgery. However, 
overall 5-year survival remains 40-56% and complete resection is achieved in only 80% patients. 
Even though distant metastasis is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relapse, around 30% of the 
patients experience local recurrence. To increase the local control it is clear need for novel 
therapy. Intraoperative radiotherapy (IORT), delivering a large radiation dose in single fraction to 
target tissue and sparing the surrounding normal tissue, provides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local-
regional treatment. Here, we report for the first time IORT with low energy X-ray in patients with 
superior pulmonary sulcus tumor.  
Methods  Four male patients with IIB-IIIA superior pulmonary sulcus tumors received radical 
resection and IORT with or without preoperative treatment. Two patients underwent pre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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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50Gy) concurrent with 2 cycles of Cisplatin and etoposide. 
One received 2 cycles of preoperative chemotherapy with Docetaxel and Cisplatin. At 4 weeks 
after preoperative treatment, CT/PET-CT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umor response. And then 
Lobectomy with systemic lymph node dissection and chest wall resection were performed via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VATS). Surgical margin was assessed by frozen section 
analysis intraoperatively and final pathological report confirmed complete resection (R0) in all 
cases. The size of tumor bed with close margin was measured to determine the diameter of 
applicators after tumor removal. IORT was administered via INTRABEAM system. The Toxicity 
was prospectively scored using the Common Toxicity Criteria 4.0. 
Results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6.5-8.0Gy delivered in 0.5-1cm using spherical applicators 
(diameter: 3-5cm). The mean radiation time was 32.5 mins (range: 20 -58 mins). The 
postoperative hospitalization time was 7, 8, 15 and 7 days, respectively. All patients are alive 
without evidence of tumor relapse at the average follow-up of 8.5 months (range 1-22 months). 
After surgery, grad 3 anemia was seen in one patient. One patient developed prolonged air leak 
and subcutaneous emphysema which were successfully treated at the 10th day after operation. 
No pneumonia, radiation myositis and delayed wound healing after surgery were observed.  
Conclusion  IORT with INTRABEAM system is technically feasible as a treatment modality for 
patients with superior pulmonary sulcus tumors. Future studies are required to confirm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this procedure. 
 
 
PP-003 

Protal vein tumor thrombosis is more sensitive for 

radiation 
 

shuang Feng 

Eastern Hepatobiliary Surgery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200438 

 

Purpose To study the biological behavior changes of PVTT cells after radiation. 
Methods  We compared PVTT-originated cells CSQT-2 with the HL-7702 human liver cell line 
and the Hep3B and Huh7 human HCC cell lines on radiation biology parameters and biological 
behavior changes, including apoptosis,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and related mechanisms in 
vitro. We further assessed xenograft radiosensitivities in vivo.  
Results  CSQT-2 cell radiation biology parameters were smaller than HCC cells; irradiated 
CSQT-2 cells had a higher prevalence of apoptosis and death, more obvious proliferation 
inhibition, and weakened migration capacity. In addition, radiation more clearly activated 
apoptotic proteins, including PARP and caspase3, arrested cell cycles in the G2/M phase, and 
decreased PCNA expression in CSQT-2 cells. Importantly, radiation induced more shrinking in 
the xenograft tumor derived from CSQT-2 cells.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PVTT-originated cells were more radiosensitive than 
HCC cells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supporting the use of radiotherapy for HCC patients with 
PVTT in clinical settings.  
 
 
PP-004 

腹部肿瘤 Intrabeam 低能 X 线术中放疗的近期放射反应的 

临床观察 

 
杨建征 王铁君 王旻 徐景伟 张明威 陈云波 国慧 毛铁铸 张志良 宋新灵 刘林林 贾晓晶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130041 

 

目的  探讨 Intrabeam 低能 X 线术中放疗腹部肿瘤近期放射反应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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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科 2015 年------2016 年进行的腹部肿瘤的术中放疗病例，共 22 例，包括直肠

癌 10 例，乳腺癌 8 例，结肠癌 2 例，胆管癌 1 例，软组织肿瘤 1 例。术中放疗采用球形或平面准

直器，单次剂量 14~28Gy，屏蔽肠管和重要神经等器官，观察术后 6 个月内放射反应。 

结果  2 例超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成功；另 2 例超低位直肠癌行 ISR 手术成功。乳腺癌患者术后中

位住院日 9.6 天，中位拔出引流管时间是术后 9 天；结直肠癌、胆管癌及腹股沟纤维肉瘤术后中位

住院日 15.5 天，中位拔出引流管时间是术后 12 天。术后 6 个月内乳腺瘤床对应皮肤未出现纤维

化。中位随访时间 191 天，＞2 级副反应发生率为 31%，其中，最常见为化疗后呕吐、厌食，其次

为乏力、腹痛，与术中放疗相关的反应发生率 1 级为 14%，2 级为 9%。 

结论  术中放疗未延长术后住院时间及拔除引流管时间，且无严重副反应发生，Intrabeam 低能 X

线术中放疗腹部肿瘤安全性好，在保护重要器官前提下，可以广泛应用于多种腹部肿瘤的治疗。 

 
 
PP-005 

早期乳腺癌保乳手术联合术中放疗的临床研究 

 
俞伟

1
 马林

1
 鞠忠建

1
 李席如

2
 王建东

2
 张艳君

2
 巩汉顺

1
 

1.解放军总医院放疗科 

2.解放军总医院普外科 

 

目的  分析早期乳腺癌保乳手术联合术中放疗的近期疗效及毒副反应。 

方法  回顾性分析 50 例早期乳腺癌（T1~T2N0M0）患者行保乳手术联合术中放疗的临床资料。所

有患者于肿瘤切除前行电子线术中放疗，剂量 8Gy 或 15Gy。观察术后治疗效果、美容效果及不良

反应。 

结果  中位随访 78（50-90）个月，2 例（4.0%）出现术后血肿，3 例（6.0%）出现轻微的局部乳

腺纤维化，1 例（2.0%）出现术后感染，10 例（20.0%）出现 1 度的放射性肺损伤。美容效果优

和良分别占 58.0%、32.0%。5 年的局部复发率为 4.0%，5 年的无病生存率为 95.8%。 

结论  早期乳腺癌保乳手术联合术中放疗近期疗效及美容效果良好，不良反应轻微。 

 
 
PP-006 

基于 AAPM TG-72 号报告的术中电子线放疗技术的质量控制 

方法研究 

 
李明辉 戴建荣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术中电子线放射治疗（IOERT）是多种肿瘤疾病的重要治疗方式，随着可移动式 IORT 加速器的应

用，病人可以直接在常规的手术室，而不是专用的加速器机房去治疗，这极大地方便了 IORT 的应

用。由于其设备的特殊性，美国医学物理学家协会(AAPM)专门为此发布了 TG-72 号质控报告。质

控内容涵盖日检、月检和年检项目。具备项目包括：输出量检测、能量检测、平坦度对称性检测、

机械性能、到位系统、剂量线性、基准值建立等。使用随机配备的检测输出量和射线质的专用适配

器和电离室等设备完成每日 QA，使用测量矩阵、胶片等设备来完成月 QA，使用三维水箱等设备

完成年 QA。通过 QA 测试，了解术中放疗设备的性能特点，为保障机器的临床安全使用做好了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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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001 

初治鼻咽癌容积调强与适型调强放疗方案对甲状腺的 

保护作用分析 

 
崔亚云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比较分析初治鼻咽癌容积调强放疗(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和适形调强放

疗(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方案对甲状腺的保护作用。  

方法  收集 30 例初治鼻咽癌且无甲状腺疾病的患者。采用 TPS（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设计

治疗计划，并勾画甲状腺，获取甲状腺体积和剂量体积数据。分别采用 VMAT（15 例）和 IMRT

（15 例）行头颈部放疗，计划肿瘤靶区（PGTV）和计划转移淋巴结（PGTVnd）剂量统一为 

66~71.94Gy，计划靶区剂量(高危区 PTV1)统一为 60~66Gy，低危区 PTV2 为 54-58.24Gy。垂体

的限定剂量为 54Gy，甲状腺的限定剂量为 V40＜80%，V50≤60，平均照射剂量（MTD）＜

52Gy。分析和评估 2 种放疗方案肿瘤靶区及甲状腺的受照剂量和体积，加速器的平均总机器跳数

（MU）和平均治疗时间。 

结果 VMAT 和 IMRT 的 PGTV、PGTVnd、PTV1、PTV2 区剂量均能很好地满足临床剂量分布的

要求，VMAT 与 IMRT 治疗方式相比 PGTV、PGTVnd、PTV1、PTV2 区 Dmax、Dmean、V95％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 PTV1、PTV2 的 Dmin 值 IMRT 较高( P<0.05)。VMAT 治疗

方案和 IMRT 方案相比中 PTV1 和 PTV2 的 HI 值更小更接近 1( P<0.05)，CI 值也更接近 1 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说明 VMAT 的 PTV 区剂量的均匀性和适形性更好。 

结论 VMAT 和 IMRT 的均能很好地满足 PGTV，PGTVnd 区和 PTV 区的剂量分布的要求。但

VMAT 在 PTV 区具有更好的射线均匀性和适形性，而且在甲状腺的剂量体积保护方面优于 IMRT。

VMAT 能够明显减少平均总机器跳数和缩短平均治疗时间，射线的利用率更高，提高了其临床应用

的价值。 对于初治鼻咽癌而言，选择 VMAT 放疗方案不但能够达到 IMRT 的对肿瘤治疗效果，还

能够更好的保护甲状腺。 

 
 
PQ-002 

伽马刀联合替莫唑胺治疗老年高级别脑胶质瘤术后 

残留的疗效观察 

 
牛婷婷 马明 邵亮 张平 菅青 李春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42 

 

目的  观察伽马刀联合替莫唑胺治疗术后残留的老年高级别胶质瘤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44 例高级别胶质瘤术后残留老年患者，分为 2 组，观察组 22 例，行伽马刀治疗后结合替莫

唑胺化疗，对照组 22 例单纯给予伽马刀治疗。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有效率分别为 68.2%，45.5%，（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毒副反应

分别为 59.1%，54.5%，（p＞0.05）。 

结论  对于高级别脑胶质瘤术后残留的老年患者，应用伽马刀放疗结合替莫唑胺化疗效果显著高于

单纯应用伽马刀放疗，且胃肠道、血液及肝肾毒副反应无统计学意义，耐受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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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003 

伽马刀治疗脑干肿瘤的疗效分析 

 
菅青 马明 邵亮 张平 牛婷婷 李春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六三医院 110042 

 

目的  探讨伽马刀治疗脑干肿瘤的疗效。 

方法  应用临床操作的 MRI 引导伽马刀定位，特定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制定治疗计划，伽马刀治疗

13 例脑干肿瘤。常规局麻下安装头部立体定位框架，头架尽量靠近病灶，如有骨瓣开颅者，装头

钉时注意避开骨瓣。采用 1.5T MRI 定位，应用 SE 序列 T1WI 和 T2WI 及增强扫描，所有患者均作

横断扫描。获取定位图像输入特定计算机治疗计划系统，作计算规划，制定治疗方案，应用伽马刀

治疗，根据病灶的大小、部位等给予不同的剂量，治疗靶点 1～4 个，等剂量曲线为 40%-60%，中

心剂量 20～53.33Gy,平均 33.6Gy；周边剂量 13～17Gy,平均 14.2Gy。 

结果  随访 9～49 个月，肿瘤缩小率为 61.5%，好转 10 例，恶化 1 例，死亡 2 例。 

结论  伽马刀可控制脑干肿瘤生长，延长患者生命。伽马刀治疗脑干肿瘤具有创伤小、并发症和后

遗症少、适应范围广、疗效好、简便安全等优点，是具有一定临床实用价值的治疗方法。 

 
 
PQ-004 

适型调强放射治疗眼附属器粘膜相关性淋巴瘤的临床研究 

 
王峰 

1,2
 马欣

1,2
 罗勇

1,2
 张洪

1,2
 谢莉

1,2
 艾平

1,2
 彭光

1,2
 马学磊

1,2
 吴昕

1,2
 宋琳

13
 刘磊

1,2
 李平

1,2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四川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3.乐山市中医医院 

 

目的  原发性眼附属器粘膜相关性淋巴瘤占眼部原发肿瘤的大部分，传统放疗拥有良好效果，但不

良反应较为明显。适型调强放射治疗技术可以使得放疗剂量分布均匀，同时明显降低危急器官剂

量，达到在不降低治疗效果的同时明显降低放疗相关副作用。关于适型调强放射治疗应用于眼附属

器粘膜相关性淋巴瘤的相关文献极少，本文为探讨适型调强放射治疗应用于眼附属器粘膜相关性淋

巴瘤的疗效、不良反应及预后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 2010 年至 2013 年华西医院肿瘤科收治的 15 例病理确诊的眼附属器 MALT 淋巴瘤

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治疗后疗效及预后。放疗采用直线加速器,给予 6MV-X 线外照射，适形调强治

疗技术，中位剂量为 36Gy,2.0Gy/次，1 次/天，5 次/周，3-4 周。首要终点局部控制率、无进展生

存率、总生存率，次要终点为不良反应发生率（白内障发生率）。应用 Kaplan·Meier 方法计算生

存率，Log-rank 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1．本研究 15 例男性 12 例，女性 3 例，男女比例 4:1，中位年龄为 63 岁，平均年龄 57.92

岁。发病至诊治时间最短 15 余天，最长 5 年，中位时间为 8 月。单眼起病 12 例，其中右眼 5

例，左眼 7 例，原发于眼眶 8 例，眼睑 6 例，泪腺 3 例，结膜 1 例，双眼受累 3 例。患者的体能评

分 0-1 分共 14 例，≥2 分仅有 1 例。 

2．本研究中经放射治疗后 4-6 周后完全缓解 11 例，完全缓解率为 73.3%，部分缓解 4 例。其中

11 例获得完全缓解的患者中无 l 例出现眼附属器的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4 例在 24 个月内获得局

部肿瘤控制。 

3．经过中位随访 46 月，5 年局控率为 100%，无进展生存率为 86.7%，总生存率为 100％。研究

显示放疗的初始疗效和肿瘤发病部位对肿瘤的复发有影响，其中初始疗效是主要影响因素，初始治

疗达 CR、PR 患者其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100%、50%，P=0.012，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对于肿瘤

发生部位，本研究显示眼眶内优于非眼眶，分别为 100%、75%，P=0.171，本组中无病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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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适型调强对眼附属器 MALT 淋巴瘤有较好的疗效。2．患者对放射治疗的初始疗效和发病

部位是影响其复发率的因素，初始疗效是主要因素。3．适型调强治疗能够明显减轻放疗导致不良

反应。4．我们推荐 30Gy-36Gy 是眼附属器 MALT 淋巴瘤放疗的最适剂量。 

 
 
PQ-005 

kV-CBCT 图像引导头颈部肿瘤调强放疗的精确性研究 

 
岳丹 许德权 马瑞 杨永净 赵玲 卜明伟 赵继红 吴洪芬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目的  应用 IGRT 加速器机载千伏级锥形束 CT（kV-CBCT），探讨 IGRT 对头颈部肿瘤调强放疗患

者摆位误差的影响，计划靶区扩边值（MPTV）的最佳数值。 

方法  纳入 331 例头颈部肿瘤患者，平均年龄 45 岁（15~77 岁），其中男性 265 例，女性 66 例，

其中初治鼻咽癌 167 例，复发鼻咽癌 9 例，喉癌 66 例，喉癌术后 24 例，下咽癌 54 例，口腔癌 5

例，上颌窦癌 3 例，鼻腔癌 2 例，原发灶不明右颈部淋巴结转移癌 1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静态调强

放射治疗。每个患者放疗期间每周行 kV-CBCT 校正扫描，获得 x(左右)、y (上下)、z (前后) 3 个方

向的平移摆位误差和 x、y、z 3 个方向上的旋转摆位误差。计算系统误差（Σ）和随机误差（ζ），

摆位扩边按照 Van Herk 公式计算（2.5Σ + 0.7ζ）。 

结果  分析 3 972 个 CBCT 扫描图像。校正前的平移摆位误差在±5 mm 的范围内，校正后的平移摆

位误差在±2 mm 的范围内。校正前在 x、y、z 方向上的平移误差和旋转误差分别为

（0.95±0.79）、（1.04±0.66）、（1.14±0.63）mm 和（1.32±0.99）°、（1.45±1.37）°、

（1.25±1.35）°，校正后分别为（0.56±0.44）、（0.56±0.51）、（0.42±0.63）mm 和

（0.78±0.76）°、（0.62±0.85）°、（0.75±0.64） °。校正后的 Σ ± ζ 均低于校正前（t=3.314、

3.567、3.276、1.230、2.897、3.452，P<0.05）。放疗期间每周的摆位误差变化，随放疗次数的

增加，在 x、y、z 方向上的平移摆位误差变大，校正前这种变化趋势更加明显。在 x、y、z 方向上

校正前的 MPTV 值分别为 2.93、3.06、3.30 mm，校正后为 1.71、1.76、1.49 mm，分别减少了

1.22 、1.30 、1.81 mm。结果显示，摆位前 MPTV 随放疗次数增加有上升趋势。 

结论  应用 kV-CBCT 校正头颈部肿瘤调强放疗摆位中的线性和旋转误差明显缩小系统和随机误

差，使得 MPTV 缩小到 2 mm 以内，提高了放疗的精确性。 

 
 
PQ-006 

67 例早期喉癌患者治疗模式及预后分析 

 
杨燕 

宁医大总院肿瘤医院 750004 

 

目的  分析早期喉癌患者不同治疗模式的治疗效果和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67 例早期喉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单纯手术治疗 29 例，单纯放疗 16 例，手术+放

疗 22 例，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Log-rank 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Cox 比例风险模型

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单纯手术组、单纯放疗组、手术+放疗组 3、5 年总生存率（OS）分别为 100%、93.8%、

95.5%和 96.6%、87.5%、90.9.%（P﹥0.05）。三种治疗模式 5 年局部控制率（LC）分别为

93.1%、93.8%和 100%（P﹥0.05）。单纯手术组、单纯放疗组、手术+放疗组喉保留率分别为

65.5%、93.8%和 100%(P﹤0.05）。Cox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年龄、T 分期是影响早期喉癌患者

的不良预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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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早期喉癌采用单纯手术或单纯放疗疗效相当，术后切缘阳性或安全边界不够的患者补充放疗

亦可获得较高治愈率，但放射治疗在喉功能保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年龄、T 分期是影响早期喉

癌患者的不良预后因素。 

 
 
PQ-007 

耐药性基因检测指导下的唾液腺肿瘤的同期放化疗的可行性及安

全性评估 

 
李烿烿 窦圣金 朱国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 唾液腺肿瘤的治疗方式以手术为主，术后放疗为重要的辅助治疗方式，而术后同期放化疗的

地位仍未得到确立。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评估在耐药性基因检测指导下的唾液腺肿瘤同期放化疗的可

行性及安全性。 

方法  入组患者均为根治性切除术后、具有高危因素的头颈部唾液腺肿瘤患者：病理分级为中度或

高度恶性、分期 T3-4，N1-3 或 T1-2，N0 且切缘阳性或近切缘的患者。对患者术后石蜡标本进行

以下基因位点的检测：TUBB3、STMN1、TYMS 基因的表达情况，CYP1B1 的 Leu432val 位点、

MDR-1 的 G2677T/A 的位点、TYMS 的 TSER*2 和 TSER*3 位点的多态性。术后放疗的靶区设计

参考 RTOG1008，同期化疗的选择根据耐药性基因检测提示的敏感药物，检测结果提示多西他赛

与培美曲塞均不敏感的患者选用顺铂同期化疗，若两药均敏感则由患者选择任一药物。具体化疗方

案为：多西他赛 25mg/m2/周*6；培美曲塞 500mg/m2/3 周*2；顺铂 70mg/m2/3 周*2。主要观察指

标为患者的依从性及急性毒性反应，次要观察指标为总生存及局控率。统计分析软件使用 SPSS 

19.0 进行。 

结果  自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共入组 20 例患者。本组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46 岁（23-70

岁）。其中，8 例为男性，12 例为女性；最常见的病理类型为粘液表皮样癌（8 例）；II 期患者 4

例，III 期 7 例，IVa 期患者 7 例，IVb 期患者 2 例。耐药性基因检测结果显示 8 例患者对多西他赛

可能较敏感，7 例可能对培美曲塞较为敏感，其中，2 例患者可能对以上两种药物均敏感，7 例患

者对以上两种药物均不敏感。所有患者均按药物敏感基因检测的提示应用了相应的同期化疗。95%

的患者（19 例）均按方案完成了同期化疗。无 IV 级及以上毒性，III 级中性粒细胞减低出现 1 例，

III 级口腔黏膜炎出现 3 例，III 级放射性皮炎 2 例，其余均为 II 级及以下毒性。中位随访 10 个月，

只有 1 例患者出现原发灶复发，无患者死亡。 

结论  根据耐药性基因指导下的唾液腺肿瘤的同期放化疗是可行的，同期化疗并未显著增加患者放

疗期间的急性毒性反应，生存结局还需等待长期随访的结果及 III 期临床研究的验证。 

 
 
PQ-008 

头颈部肿瘤精确放疗中热塑面罩的消毒方法改进 

 
惠华 崔连环 刘广峰 耿冲 杜傲男 张旭光 

江苏大学附属徐州医院 徐州市肿瘤医院放疗科 221005 

 

目的  探讨头颈部肿瘤精确放疗中热塑面罩的消毒方法改进及其效果。 

方法  前瞻性研究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间 120 例头颈部肿瘤精确放疗患者，以随机数字表

法随机均分到 A、B 组。B 组热塑面罩常规紫外线消毒；A 组热塑面罩消毒方法改进为：放疗定

（校）位标记线胶布先行双层塑料胶布夹心处理，即放疗定位时热塑面罩常规塑形，在左右、前额

（面颈）激光线交叉处先贴一层塑料胶布，再贴医用白胶布后沿激光线画―+‖放疗定位标记线，最

后于胶布上覆一层透明塑料胶布。后续校位重复上述操作。再每次放疗前 1h、放疗后即时消毒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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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清洁消毒+紫外线消毒。第 11、21、31 次放疗前 15min~1h 进行面罩表面采样及细菌菌落计数

各 1 次。 

结果  与 B 组相比，A 组三次菌落计数结果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6.48±5.03)、

(107.15±67.37)CFU/cm2 ；(7.70±6.37)、(143.58±127.85）CFU/cm2 ；（12.22±8.64）、

（217.32±176.54）CFU/cm2。（t=-11.54、-8.22、-8.99，P<0.05）。按Ⅲ类环境物体表面平均

菌落数≤10CFU/cm2 为合格标准（GB 19582-2012 中 4.1 和附录 A），面罩表面消毒合格率分别

为：（91.67%、0）、（84.33%、0）、（71.67%、0）。改进的消毒方法在放疗晚期相比早期面

罩表面菌落计数增加（12.22±8.64）(6.48±5.03)CFU/cm2，（P<0.05）；消毒合格率下降

（71.67%、91.67%），（P<0.05）。 

结论  热塑面罩消毒方法改进为每放疗前 1h、放疗后即时消毒湿巾清洁消毒+紫外线消毒，可显著

降低表面菌落计数、提高表面消毒合格率；但在放疗晚期相比早期面罩表面菌落计数增加、消毒合

格率下降。 

 
 
PQ-009 

自制可调角度楔形垫板在精确放疗摆位中的应用 

 
惠华 王强 耿冲 陈宏林 张旭光 崔连环 

江苏大学附属徐州医院 徐州市肿瘤医院 221005 

 

目的  比较自制可调角度楔形垫板(A 组)与负压真空垫(B 组)、普通软枕（C 组）分别联合热塑头颈

肩膜体位固定技术在脊柱后凸畸形头颈部位肿瘤（含原发和继发）患者精确放疗摆位中的重复性。 

方法  前瞻性研究 2014.6—2016.4 期间 48 例上述患者，随机均分到三组，分别用楔形垫板与真空

垫、软枕垫高腰臀部以仰卧 CT-Sim 床、枕于头托，头颈肩膜固定后定位。每放疗 5 次原 CT-Sim

校位一次。以颅骨右茎突尖足方向末层中心点为参考点，用 CT-sim 软件对左茎突尖足方向末层中

心点、定位坐标系原点在患者左右、头足、腹背 (x、y、z)方向位置变化测量后分析。 

结果  摆位误差与坐标系转移误差：A 和 B 组无统计学意义(P>0.05)；A 和 C、B 和 C 组三维摆位

误差均有统计学意义（t=-6.99~-2.69，P<0.05）；A 和 C，B 和 C 组三维坐标系转移误差均有统计

学意义（t=-5.13~-2.71，P<0.05）。平均摆位误差分别为 x (0.65±0.30)mm、(0.68±0.31)mm、

(1.26±0.70)mm，y (0.95±0.69)mm、(1.00±0.65)mm、(1.75±1.07)mm，z (0.81±0.36)mm、

(0.78±0.54)mm、(2.39±0.94)mm；平均转移误差分别为 x (0.69±0.39)mm、(0.71±0.48)mm、

(1.25±0.77)mm，y (0.48±0.69)mm、(0.50±0.83)mm、(1.80±1.20)mm，z (0.73±0.14)mm、

(0.75±0.16)mm、(1.33±0.49)mm； 

结论  自制可调角度楔形垫板在脊柱后凸畸形头颈部位肿瘤患者放疗摆位中重复性好又省时省钱、

简便耐用。 

 
 
PQ-010 

恩度联合化疗治疗复治晚期头颈部鳞癌的疗效及安全性观察 

 
沈齐 黄立敏 雷竹 陈南江 杨洁 王姿 孙轶 袁佳 李杭 

贵州省人民医院 550002 

 

目的  观察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联合化疗治疗复治晚期头颈部鳞癌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的分析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 月就诊于贵州省人民医院肿瘤科的 26 例经综合治疗

后，出现复发、转移的头颈部鳞癌患者。其中舌癌 7 例、鼻腔—上颌窦癌 6 例、喉癌 6 例、扁桃体

癌 4 例、口底癌 3 例。入选患者分别接受恩度联合卡培他滨、恩度联合 TP 方案化疗，治疗 2 个周

期后评价近期疗效及毒副反应，评价标准采用 RECIST 1.1 版标准，以 CR+PR 计算总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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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以 CR+PR+SD 计算疾病控制率(DCR)，生活质量(QOL)参考 Karnofsky 评分(KPS)的变化，

不良反应按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制定的通用毒性评价标准 NCI CTC3.0 版进行评价。 

结果  1.疗效：26 例患者疗效评价 CR 0 例，PR 15 例，SD 8 例，PD 3 例，RR 为 58％，DCR 为

88％。26 例患者的中位 PFS 为 9 个月，中位 OS 为 14 个月，恩度联合卡培他滨组、恩度联合 TP

方案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入选患者生活质量(QOL)评价有 20 例为改善，其中 12 例患

者 KPS 增加≥20 分，8 例 KPS 增加≥10 分，6 例患者为稳定，恩度联合卡培他滨组、恩度联合 TP

方案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2.毒副反应：观察入选患者毒副反应较轻，其中恩度联合卡

培他滨组及恩度联合 TP 方案组均主要表现为白细胞减少、胃肠道反应、肝功能损伤、肾功能损

伤、脱发、心脏毒性；恩度联合卡培他滨组还表现有手足综合征。 

结论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联合卡培他滨、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联合 TP 方案治

疗复治晚期头颈部鳞癌具有一定疗效，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明显提高，其毒副反应小、耐受性较好，

为复治晚期头颈部鳞癌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 

 
 
PQ-011 

MIM 软件在头颈肿瘤放疗中的价值研究 

 
石慧烽 涂文勇 胡海生 冯坤 徐璇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0011 

 

目的  通过研究 MIM(Medical imagemerge)软件在患者颈椎形变配准以及剂量叠加中的应用,探讨其

在放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15-05-01-2016-01-30 收治的 20 例头颈部肿瘤患者，

分两种方法进行验证:相似度验证以及剂量叠加验证。相似度验证:获取每位患者的定位 CT 和随访

CT,将 2 组 CT 图像输入 MIM 软件,每个患者都做刚性配准和形变配准,勾画定位 CT、随访 CT 以及

根据随访 CT 形变的颈椎图像,利用 DICE 流程分别计算出刚性配准和形变配准的 dice 系数、

jaccard 系数、hausdorff 距离,比较 2 种配准结果；剂量叠加验证:同样获取定位 CT 跟随访 CT,将 2

组 CT 输入到 Pinnical 的治疗计划系统中,存为定位模体和随访模体,将实际治疗计划分别复制到 2

组模体上,注意每个椎体都在照射野内,计算出每个椎体的实际照射剂量，并将 2 组椎体平均剂量相

加得到每个椎体实际照射剂量，完成上述操作后，将 2 组计划的 CT 图像、椎体勾画以及剂量文件

传入 MIM 软件中,在 MIM 上分别运行刚性剂量叠加以及形变剂量叠加得到 2 组的叠加剂量，将 2 组

数据跟实际照射剂量进行比对。 

结果  在相似度验证中,刚性配准中 dice 系数=0.73±0.09、jaccard 系数=0.58±0.14、hausdorff 距离

=0.68±0.2;在形变配准中，dice 系数=0.85±0.03、jaccard 系数=0.75±0.04、hausdorff 距离

=0.60±0.13,2 组数据 P<0.05,   存在统计学意义。在剂量叠加验证中,刚性配准得到的叠加剂量跟实

际剂量平均差别为 1.71%，但是剂量差别大于 3%有 16%,最大剂量差别超过 9%；而形变配准得到

叠加剂量跟实际剂量平均差距为 0.49%，超过 3%为 0%，低于 1%占 88.1%。 

结论  相对于刚性配准，MIM 软件的形变配准功能可以将 2 组 CT 图像进行更好的融合，而在此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剂量叠加功能也是正确、有效的，剂量误差小于 3%允许范围，具有不错的实际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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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012 

脑胶质瘤三维适形放疗、调强放疗及螺旋断层放疗剂量对比研究 

 
苗传望 胡旭东 袁双虎 曹晓岚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胶质瘤是成年人中最常见的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其目前的治疗策略是最大安全范围

的手术切除及术后辅助放化疗。本次研究的目的是在胶质瘤患者中对比三维适形放疗（3D-

CRT），调强放射治疗（IMRT）和螺旋断层放疗（HT）这三种放疗方式的剂量分布和危及器官受

量。 

方法  研究入组了 16 例胶质瘤患者，磁共振 T1 和 T2 像勾画 GTV，GTV 外扩 2cm 为 CTV，CTV

外扩 0.5cm 为 PTV。给予 PTV 处方剂量 60Gy，分析和对比三种放疗方式的靶区剂量分布和危及

器官受量。CI 的计算公式为：CI=（Vt,ref/Vt）×（Vt,ref/Vref），HI 的计算公式为：HI=（D2-

D98）/Dp。 

结果  3D-CRT、IMRT 和 HT 这三种计划的适形指数（CI）分别为 0.75±0.03、0.88±0.04 和

0.92±0.02(p=0.031)。HT 计划的均匀指数（HI）明显低于 IMRT 和 3D-CRT 计划（P＜0.001）。

数据分别为 0.028±0.005、0.078±0.0035 、0.12±0.04。当 PTV 距脑干的距离大于 3cm 时，

IMRT、3D-CRT、HT 三种计划的脑干受量没有显著差异。当 PTV 距脑干的距离小于 3cm 时，HT

计划的脑干受量明显低于 IMRT 和 3D-CRT 计划。中耳和视神经的器官受量也有相似情况。 

结论  在胶质瘤患者中，相比 3D-CRT 计划，HT 和 IMRT 计划可以明显提高靶区适型度和危及器

官保护能力。对比 IMRT 计划，HT 计划具有更好的靶区覆盖性和危及器官保护能力。 

 
 
PQ-013 

原发灶不明的颈部转移性癌：选择性粘膜腔照射是否 

有临床获益？ 

 
窦圣金

1
 李烿烿

1
 钱薇

2
 朱国培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原发灶不明的颈部转移性癌的治疗仍存较大争议，是否应该行全咽腔+口腔的全粘膜腔预防性

照射还是不涉及可疑原发灶仅行颈部的预防性照射是最为关注的问题。本研究通过排查可能原发灶

部位，并针对可疑原发灶给予选择性粘膜腔照射，试分析此治疗策略能否带来更大的生存获益。 

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09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收治的原发灶不明的颈部转移性癌患者，所有患者的

病理类型为鳞癌或低分化癌，且均接受了选择性的粘膜腔照射。结合患者的淋巴结的位置、咽后淋

巴结情况及 EBV/HPV 状态来排查可疑原发部位，若考虑患者为鼻咽原发可能则按照鼻咽癌处理，

照射靶区为鼻咽部及双侧颈部，若考虑非鼻咽原发则先行颈清扫，术后则预防照射单侧口咽、声门

上喉及咽侧壁和单侧颈部 Ib，II-IV 区淋巴引流区。分析在此治疗模式下的生存、复发及原发灶出现

情况。使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36 例患者中，83%（30 例）的患者为男性，中位年龄为 55 岁；16 例（44.4%）患者接受了

PET/CT 检查；94%（34 例）的患者有 II 区的淋巴结转移，33%（12 例）患者有 III 区淋巴结转

移；鳞癌 24 例（66.7%），低分化癌 12 例（33.3%）；13 例（36.1%）患者 EB 病毒阳性。其

中，24 例患者按照隐匿性鼻咽癌行放化疗，其余 12 例患者按非鼻咽原发给予了选择性粘膜区域的

预防性照射。经过中位 17.5 个月（4-77 个月）的随访，所有患者均未出现原发灶。2 年的总生存

率、粘膜控制率、颈部控制率、无远处转移生存率、无病生存率分别为 85.9%。100%、88.2%、

90.0%和 79.6%。放疗期间 III 级口腔粘膜炎的发生率为 41.7%，无 4 级以上毒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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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选择性粘膜腔照射能够有效的控制原发灶的出现，并且取得了较好的生存结果；而且除放疗

期间的急性黏膜炎之外，未观察到其他明显毒副反应。提示按可疑原发部位给予选择性的粘膜照射

可以提高颈部原发不明转移性癌的治疗疗效，但该策略仍需更多病例数的前瞻性研究去证实。 

 
 
PQ-014 

螺旋断层放射治疗头颈部肿瘤摆位误差分析 

 
朱夫海 王姗姗 郭静 王轩 刘晨 王颖杰 夏廷毅 

空军总医院 100142 

 

目的  应用螺旋断层放疗机（TomoTherapy）自带的兆伏级 CT（MVCT）影像引导，测定并分析

采取面网固定方式的头颈部肿瘤患者的摆位误差，并依此计算 CTV-PTV 外扩 Margin 值的大小。 

方法  对 34 例采取面网固定装置的头颈部肿瘤患者，每次治疗前均行 MVCT 扫描，将扫描所得

MVCT 图像与定位图像（KVCT）行靶区位置配准，分析患者左右(x)、头脚(y)、腹背(z)和横断面

旋转(Roll)方向的误差值，根据公式 M=2.5∑+0.7ζ 计算出合理的 CTV-PTV 外扩 Margin 值。 

结果  34 例患者共行 640 次 MVCT 扫描，线性误差在 x、y、z 方向的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分别为：

（-0.15±0.55）mm、（0.30±0.56）mm、（0.35±0.71）mm；在 Roll 方向的旋转误差为（－

0.07±0.52）°。CTV-PTV 外放边界在 x、y、z 三个方向 Margin 值分别为 3.31mm、5.32mm、

3.35mm。 

结论  通过对摆位误差的分析为我科 CTV-PTV 外扩边界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精确放疗提供必要的

质量保证。 

 
 
PQ-015 

低剂量率脉冲放疗治疗再程放疗后复发鼻窦癌 1 例 

 
王权 刘海龙 巴云涛 范诚诚 刘晓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低剂量率脉冲放疗技术对再程放疗后复发鼻窦癌的安全性、有效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筛窦低分化鳞癌患者，2010 年曾行局部放疗 6MVX 线 DT68Gy/34f 并给化疗

4 周期。2013 年 10 月因左耳耳鸣、右眼斜视经 PET-CT 发现鼻咽后壁及斜坡代谢增强，提示复

发。2013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17 日给局部 IMRT 技术照射 6MVX 线 DT60Gy/30f，症状有所减

轻。2014 年 2 月出现左耳耳鸣、听力差、右眼外展不能，未特殊治疗。症状逐渐加重，2014 年

11 月出现复视，经 MRI 提示右海绵窦区、斜坡复发。2015 年 1 月 7 日至 03 年 12 日以低剂量率

脉冲放疗技术给―右侧海绵窦区、斜坡‖ 左右对穿照射 6MVX 线 DT66Gy/33f。照射靶区 DT2Gy/

天，5 天/周，每天照射通过脉冲方式将 2Gy 分成 10 次，间隔 3 分钟，达到等效剂量率为

0.067Gy/分钟（或 30 分钟 2Gy）的照射。 

结果  患者治疗初期听力有所改善，但随访至 2015 年 12 月出现听力下降；斜视较前减轻；无意识

障碍、肢体瘫痪、病理反射、呼吸及心血管功能紊乱等脑干严重损伤。复查 MRI 提示斜坡异常信

号较前缩小。随访至 2016 年 7 月，无明显复发及转移征象。 

结论  低剂量率脉冲放疗技术为鼻窦癌再程放疗后复发的患者提供可行的挽救治疗方法，既能达到

肿瘤治疗量，又未明显加重既往受照射正常组织再程放疗时累加的放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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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016 

放射治疗诱导的头颈肉瘤的研究进展 

 
沈妮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410008 

 

目的  综述放射治疗诱导的头颈肉瘤（radiation-induced sarcomas，RIS）的研究现状,为临床治疗

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近 10 年来 RIS 的相关论文、综述和会议资料,分析 RIS 研究的新进展。 

结果  放射治疗是头颈部恶性肿瘤的重要治疗手段。随着放射治疗技术的发展，头颈部恶性肿瘤患

者的生存期也在逐渐延长，然而由于放疗诱发的第二肿瘤，特别是 RIS，也有上升趋势，据报道

RIS 发病率达 0.3%。RIS 并不仅仅发生在头颈部，它可能发生在任何接受照射的间充质组织。细

针穿刺活检是 RIS 诊断的首选方法，大部分的 RIS 确诊时，病理学表现为高级别肉瘤并伴有较大

面积的肿瘤组织坏死。从影像学角度看，RIS 并没有其特殊性表现，但病灶范围大，广泛地浸润周

围骨组织，受照范围内组织出现明显强化以及一个适当的潜伏期均可以成为 RIS 诊断的有力证据。

研究发现 RIS 的发生可能与受照剂量，最初接受放射治疗的年龄，是否接受化疗以及遗传因素相

关。然而对于 RIS 更加确切的发病机制，目前还知之甚少，但放疗直接诱变以及微环境的改变对于

RIS 的发生起着重要作用。现今头颈肉瘤的发病率低，而放疗诱导的头颈肉瘤临床病例更少，因此

头颈肉瘤临床研究的开展困难增加，目前肉瘤的治疗手段主要是根治手术和放疗，而 RIS 的治疗，

需通过对既往受照射区域进行再次手术，甚至针对特定病理亚型的 RIS 进行局部放射治疗以及更为

局限的化疗药物的选择，这些均使得 RIS 比同级别肉瘤的治疗更为棘手。 

结论  虽然 RIS 在头颈部恶性肿瘤中并不多见，但由于 RIS 的发生有长时间的潜伏期，甚至可发生

在患者接受放疗后数十年，因此对于这类患者的诊断需十分警惕。另外，RIS 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

明确，未来针对 RIS 的研究可从遗传学角度出发，旨在延长 RIS 患者的生存期。  

   
 
PQ-017 

手术联合调强放疗治疗甲状腺胸腺样分化癌疗效分析 

 
孔芳芳

1,2
 应红梅

1,2
 翟瑞萍

1,2
 杜承润

1,2
 黄爽

1
 周珺珺

1
 何霞云

1,2
 胡超苏

1,2
 王卓颖

1,2
 孙团起

1,2
 嵇庆海

1,2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 

2.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肿瘤学系 

 

目的  评价手术联合调强放疗治疗甲状腺胸腺样分化癌(CASTLE)的远期临床疗效及毒副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8 年 9 月至 2015 年 6 月收治的共 14 例 CASTLE 患者的临床疗效及治

疗相关毒副作用。所有患者均接受了手术及术后调强放射治疗。放疗处方剂量为 56-66Gy/28-33 

次,不良反应评价标准采用 NCI-CTCAE 3.0 

版(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Common Toxicit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 version3.0)。 

结果  全组患者中位年龄 48 岁(38-60 岁),男女比例为 4:3,7 例(50%)患者伴有颈部淋巴结转移,9 例

(64.3%)患者伴有周围组织浸润。全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 42 个月,随访期间,仅有 1 例患者出现局部

复发及远处转移,且局部复发病灶位于对侧颈部,属于放射野外复发。剩余 13 例患者均未出现疾病

进展。2 例患者因肿瘤侵犯颈部大血管无法完全切除,术后予以根治性调强放疗,放疗后淋巴结完全

缓解,原发灶部分缓解,截止到末次随访,疾病稳定。放疗相关急性毒性主要为 1-2 度的放射性皮炎及

黏膜炎,未观察到 3-4 度毒性反应。 

结论  手术联合调强放疗治疗 CASTLE 的远期疗效令人满意,治疗相关毒副作用可耐受。对于不可

手术的患者,根治性调强放疗可作为其治疗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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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018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mission after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or chemoradiotherapy is a good prognostic 

factor for locally advanced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Yi Junlin,Huang Xiaodong,Gao Li ,Xu Zhengang ,Liu Shaoyan,Wang Xiaolei,Luo Jingwei,Zhang Shiping,Wang 

Kai,Qu Yuan,Xiao Jianping,Tang Yuan,Liu Weixin,Xu Guozhen 

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00021 

 

Purpose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or chemoradiotherapy were optional treatment choices for 
locally advanced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HNSCC). In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phase 3 study with the purpose of evaluating the role of addition cisplatin to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locally advanced HNSCC, we try to fi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mor response to preoperative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Methods  Newly diagnostic stage III/IVM0 HNSCC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preoperative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group (Pre-S CRT) and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alone group (Pre-S RT). If the tumor response is non-responder (≤ 80% reduction of primary 
lesions at DT 50Gy confirmed by imaging and/or endoscopy examination), the primary lesions 
were resected with or without neck disse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hological tumor 
response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ho received surgery was analysis.  
Resultss  From September 2002 to May 2012, totally 72 non-responders received surgery, there 
were 35 (29.7%) patients in Pre-S RT group and 37 (35.6%) in Pre-S CRT group. Among them, 
25 patients reached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mission (pCR), the 5-year OS, LRC, PFS and DMFS 
of pCR patients and non-pCR patients were 83.3% v 39.7% (p=0.0006), 93.2% v 67.7% 
(p=0.007), 76.1%v 44.0% (p=0.003) and 90.4% v 56.3% (p=0.005)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mission after preoperative radiotherapy or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is a good prognostic factor for locally advanced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Q-019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systemic and local inflammation 

in patients with l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ang Jie

1
,Wang Shengzi

1
,Zeng Wenjiao

2
 

1.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Eye & ENT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1， China. 

2.Department of Pathology， Shanghai Medical School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China. 

 

Background  Cancer-related systemic inflammation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poor outcome in multiple types of cancers. Meanwhile, the local inflammation,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dense intratumoural immune infiltrate, is a favorable predictor of 
survival outcome.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systemic and local inflammation on outcome prediction in 
patients with l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LSCC).  
Patients and methods: In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120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were enrolled.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NLR) and platelet-to-lymphocyte ratio (PLR), as 
calculated from pre-treatment full blood counts, were used to represent systemic inflammation.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s of NLR and PLR were determined using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ILs) density,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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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ed by pathologist review of hematoxylin and eosin stained slides, was used to represent 
local inflammation.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F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Kaplan-Meier method and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best cutoff is was 2.79 for NLR, and 112 for PLR. Kaplan–Meie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high NLR, high PLR, and low TILs density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inferior OS and 

RFS, respectively (all p＜0.05). The Cox proportional multivariate hazard model showed that a 

high pre-treatment PLR and a low TILs density were both independently correlated with a poor 

OS and RFS respectively (all p＜0.05).   

Conclusion  Markers of systemic and local inflammation, especially PLR and TILs density, 
were reliable prognostic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LSCC.       
 
 
PQ-020 

脊索瘤术后放疗与无复发生存期相关性回顾性研究 

 
路顺 冯梅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通过对术后脊索瘤患者无复发生存期的回顾性研究，分析及探讨术后放疗对脊索瘤术后复发

的影响 

方法  回顾 2001 年 10 月-2014 年 6 月在本院以手术治疗为主，并有完整随访记录的 34 例脊索瘤

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中男性 22 例，女性 14 例，患者平均年龄为 49．1 岁(17 岁-75 岁)。其

中 34 例曾于外院或本院接受过手术治疗，术后复发来我院再次行手术及补充放疗等综合治疗。所

有患者均有术后病理明确诊断。34 例行手术治疗的患者中，27 例发病部位为骶尾部，3 例为颅

内，4 例为鼻咽部。其中 15 例术后未行放射治疗，19 例患者行术后放疗。所有患者中，9 例术后

有残留病灶，25 例无手术残留。采用 t 检验、Logistic 回归、Cox 比例风险回归对术后放疗与无复

发生存期关联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34 例患者总随访中位无复发生存期为 11.3 个月,行术后放疗患者总中位无复发生存期为 25.1

个月,术后未行放疗的患者中位无复发生存期为 8.4 个月。术后有残留病灶的患者总的术后放疗中位

无复发生存期为 6.1 个月, 术后无残留病灶的患者总的术后放疗中位无复发生存期为 14.6 个月,多因

素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术后残留及术后放疗均为影响无复发生存期的独立因素。其中手术残留为疾病

复发的危险因素（p=0.02），术后放疗为疾病复发的保护性因素（p=0.03） 

结论  对于脊索瘤患者，手术完全切除及术后放疗是治疗及预防复发的有效方法。 

 
 
PQ-021 

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放射性口腔粘膜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于湛 吕秀鹏 邓晓琴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观察复方苦参注射液对头颈部鳞癌患者放疗所致急性放射性肠口腔粘膜炎的治疗作用。 

方法  将 50 例头颈部鳞癌放疗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 25 例，给予单纯放疗，放疗期间未使用

复方苦参注射液，于放疗第 2 周开始使用生理盐水、利多卡因、地塞米松配制的含漱液漱口；治疗

组 25 例，放疗期间同时给予复方苦参注射液静脉滴注，每日 1 次，共 6 周，同时亦于放疗第 2 周

开始使用与对照组相同的含漱液漱口；两组患者均完成放射治疗，完成率为 100%。比较两组患者

的急性放射性口腔粘膜炎的发生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 

结果  对照组Ⅰ级粘膜损伤发生率为 21%，Ⅱ级为 20.6%，Ⅲ级为 58.4%，治疗组Ⅰ级粘膜损伤发

生率为 44%，Ⅱ级为 41.8%，Ⅲ级为 14.2%，两组患者Ⅲ级粘膜损伤发生率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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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 01) 。治疗组Ⅰ ～Ⅲ级粘膜照射耐受剂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两组患者均无Ⅳ级粘膜损伤发生。两组患者Ⅱ级粘膜损伤持续时间的比较，不具有显著

性差异；治疗组Ⅲ级粘膜损伤持续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 05) 。提示治

疗组减轻了放射性口腔粘膜炎发生的严重程度。 

结论  复方苦参注射液可以减轻头颈部鳞癌患者放疗时引起的急性放射性口腔粘膜炎的临床症状,亦

可缩短急性放射性口腔粘膜炎发生的持续时间。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放射性口腔粘膜炎临床上值得

推广。 

 
 
PQ-022 

原发灶不明的咽后淋巴结转移性癌的诊断与治疗 

 
杜承润

1
 应红梅

1
 张有望

1
 黄雅芳

2
 胡超苏

1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超声科 

 

目的  探索原发灶不明的咽后淋巴结转移癌的诊断与治疗方法。 

方法  针对原发灶不明的咽后淋巴结肿大患者，我们采用经口超声引导下穿刺来明确病理；若病理

为转移性低分化或未分化鳞癌，给予根治性放疗，放疗范围包括阳性转移灶，预防照射范围包括鼻

咽和双侧颈部淋巴引流区，口咽、喉部及下咽不给予预防照射。主要观察终点是原发肿瘤的出现、

总生存率和治疗相关毒性反应。 

结果  本组患者共有 50 例，其中 11 例女性患者，39 例男性患者，年龄范围 18-72 岁。经过系统检

查未发现原发病灶，对可疑的部位行活检，其中 45 例行鼻咽部活检，有 32 例经 1 次鼻咽活检，

11 例经 2 次鼻咽活检，2 例经 3 次鼻咽活检，有 2 例行扁桃体切除术，均未发现恶性证据。经口超

声引导下穿刺，病理确诊为转移性低分化或未分化鳞癌。除了穿刺入针时的疼痛，穿刺操作未见发

生其他不良并发症。治疗后，经过中位 30 个月（范围：4-132 月）随访，2 例患者出现鼻咽部复

发，并经活检病理证实，2 例患者出现颅底异常，经 MRI 及 PET-CT 随访，诊断为复发。所有患者

未发现有其他部位的原发灶出现。2 例患者出现颈部淋巴结复发。10 例患者出现远处转移。本组患

者 5 年总生存率(OS)、无进展生存率(PFS)、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率(LRFS)和无远处转移生存率

(DMFS)分别为 73.9%、57.1%、83.4%、70.4%。经随访，长期的毒性反应主要为口干(57%)和听

力下降(35%)。  

结论  经口超声引导穿刺能够及时准确的诊断咽后淋巴结转移性低分化癌或低分化鳞癌，并且创伤

性小。给予范围包括阳性淋巴结、鼻咽粘膜和双颈部淋巴结引流区的根治性放疗，可取得良好的治

疗效果，不良反应较低。 

 
 
PQ-023 

161 例原发头颈部黏膜恶性黑色素瘤临床分析 

 
孙士然 易俊林 髙黎 黄晓东 张烨 罗京伟 张世平 王凯 曲媛 吴润叶 刘青峰 肖建平 徐国镇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回顾性分析单中心头颈部黏膜恶性黑色素瘤的临床体征及治疗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81-2015 年间我院收治的 161 例初诊无远地转移的头颈部黏膜恶性黑色素瘤的

临床资料。其中男 94 例，女 67 例，发病年龄 19-83 岁（中位数 54 岁）。最常见的原发部位为鼻

腔（55%）和口腔（30%），其余部位包括副鼻窦（6%），眼睑（5%），鼻咽（2%）和口咽

（2%）。按第七版 AJCC 头颈部黏膜恶性黑色素瘤分期，III 期 67 例，IVA 期 83 例，IVB 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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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7 例初诊时颈部淋巴结受累。治疗方案：接受手术±化疗 60 例，手术+术后放疗±化疗 40 例，

术前放疗+手术±化疗 48 例，放疗±化疗 13 例；接受生物治疗的 51 例。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74 个月（6-272 个月），全组 5 年总生存率、局部控制率、区域控制率和无远

地转移生存率分别为 44%，59%，74%和 49%。按不同的治疗模式，手术±化疗，手术+术后放疗±

化疗，术前放疗+手术±化疗，放疗±化疗的 5 年总生存率、局部控制率，无远地转移生存率分别为

50%，43%，42%；43%，64%，63%；44%，86%，49%；25%，50%，67%。手术联合放疗

（术前放疗和术后放疗）与单纯手术相比，可以提高 5 年局部控制率（76%：43%，P<0.001），

两组的 5 年总生存率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44%：50%，P=0.116）。III 期、IVA 期、IVB 期的 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64%、36%和 14%（p<0.001）。单因素分析发现影响 5 年总生存率的因素为年

龄>50 岁（P=0.043），T4 者（P<0.001），颈部淋巴结受累（P=0.018），接受生物治疗

（P=0.032）。 

结论  手术联合放疗可提高头颈部黏膜恶性黑色素瘤的的局部控制率，降低远地转移率提高总生存

还需多学科综合治疗的进一步研究；第七版 AJCC 头颈部黏膜恶性黑色素瘤分期能够较好的预测患

者预后。 

 
 
PQ-024 

调强适形放疗联合替莫唑胺同部化疗高级别脑胶质瘤临床观察 

 
姚春筱 张树平 陈保明 崔淑敏 王玉英 

山西省人民医院 030012 

 

目的  观察调强适形放疗(IMRT)联合替莫唑胺(TMZ)治疗恶性脑胶质瘤的临床疗效。 

方法  28 例术后病理诊断为高级别胶质瘤（WHO Ⅲ级，Ⅳ级）的患者，术后放射治疗为全脑左、

右对穿野常规照射（WBRT）并后程调强加量照射。常规放射治疗剂量为 40Gy/20f /4W，调强放

射治疗剂量为 20Gy/4f/2W；放疗同步口服替莫唑胺(TMZ) 治疗 6 个周期，之后再接受至少 2 个周

期的常规 TMZ 治疗。 

结果  肿瘤无进展生存期（PFS）为 2～35 个月，中位生存时间及无进展生存时间分别为 13.6 个月

和 7.2 月； 1 年总生存率 55.8%，2 年生存率 25.1%。常见的不良反应为恶心、呕吐，血液学毒性

是白细胞和血小板下降，但仅限于Ⅰ～Ⅱ度。 

结论  IMRT 同步 TMZ 治疗恶性脑胶质瘤，安全有效，不良反应轻微。 

 
 
PQ-025 

头颈肿瘤术后调强放射治疗个体化临床靶体积勾画的研究 

 
程皖琴

2
 王蕾

1
 苏勇

1
 吴峥

3
 周树

1
 刘学奎

1
 黄劭敏

1
 胡江

1
 

1.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顺德第一人民医院 

3.湖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研究背景与目的  头颈肿瘤术后 IMRT 临床靶体积 CTV 的设定与勾画还存在较大的困惑和争议。部

分研究仍根据二维常规放疗的经验，建议结合解剖因素将肿瘤相关整个解剖结构作为亚临床靶区；

部分报告则根据肿瘤切缘病理情况，结合瘤床及术床外扩一定范围进行勾画。但临床中常缺乏肿瘤

及切缘周围组织大体标本连续病理切片研究结果，仅个别切缘局部取材难免存在假阴性可能，在一

些紧邻肿瘤或术前累及的关键组织，如眼睛、血管或颅脑神经等，切缘组织标本取材可能存在困

难。而瘤床或术床，由于所指的具体组织体积范围不够明确，临床实践中勾画标准不确定性较大，

重复性较差。而且，不同患者肿瘤手术创面或术床所包含的不同保留组织结构与原肿瘤的距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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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有较大差异，各个组织受侵风险和对应的放疗靶区定义也应个体化区别对待和勾画。外科经验与

文献报道表明，大部分亚临床病灶存在肿瘤大体周围大约 1 – 2cm 范围内，在紧邻肿瘤周围，这些

亚临床病灶的受侵风险和细胞密度较高，随着与肿瘤大体旁开距离的增加，受侵风险也逐渐下降，

所以，我们认为，根据术后保留组织与术前肿瘤距离的不同，设定其不同的受侵风险，定义勾画个

体化的术后 IMRT 靶区可能更为合理。本结果拟分析患者术后 IMRT 失败的不同情况，分析本研究

方法的可行性。 

材料与方法  2009 年 10 月至 2013 年 12 月我院接受术后适形调强放疗无远处转移的头颈肿瘤患

者，根据术前术后头颈部 MRI/CT、内镜、手术记录及术后病理，术后保留组织中距术前肿瘤外周

＜5mm 定义为极高危靶体积 CTV-HD(63-65 Gy/30-33 次)；5-10mm 为高危 CTV1(60Gy/30-33

次)；11~20mm 及选择性预防照射的淋巴结区域为低危 CTV2（50-54Gy/30 -33 次） 

结果 共有 94 位患者纳入研究，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中位随访 37(6 – 80)个月，13 例患者局

部区域复发，野内复发 11 例，野外复发 2 例。全组患者 3 年 LRFS，LRRFS，DMFS 及 OS 分别

为 88.8%,86.7%, 81.3% and 73.4%。 

结论 本研究根据术后保留组织与原肿瘤外周距离，将术后 IMRT 的临床靶体积划分为三个范围

（CTV-HD、CTV1 及 CTV2），3 年的随访疗效较好，并未增加局部或区域复发率，值得进一步研

究验证。 

 
 
PQ-026 

多发脑转移瘤螺旋断层调强放射治疗 1 例 

 
秦青 刘纤 任刚 夏廷毅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00036 

 

目的 观察 1 例 13 个脑转移瘤患者螺旋断层调强放射治疗的治疗结果。 

方法 对 1 例 13 个脑转移瘤患者采用螺旋断层调强放射治疗（Tomotherapy,TOMO），应用全脑放

疗联合局部推量技术，全脑 30Gy，局部推量至 50 Gy，靠近脑干处病灶 40Gy，10 分次，1 次/

天，5 次/周。脑干 Dmax 44.06Gy，右侧晶体 Dmax 2.77Gy，左侧晶体 Dmax 3.26Gy，右侧视神

经 Dmax 26.54Gy，左侧视神经 Dmax 26.98Gy，左眼球平均剂量 6.95Gy，右眼球平均剂量 

7.01Gy。随访在治疗后的第 1、3、6 个月各一次，以后每 6-12 个月一次。 

结果 放疗期间仅出现 1-2 级脑水肿，无乏力、脱发、听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及神经、血液系统不

良反应。放疗后 1 月复查，颅内病灶较前明显缩小，部分病灶消失，患者无头痛、头晕，无恶心、

呕吐等不适，无神经认知功能障碍，一般情况良好。放疗后 6 月复查，颅内经治病灶消失。放疗后

18 个月复查，肿瘤局部无复发。 

结论 TOMO 具有更好的靶区均匀性和适形指数。对颅内病灶采用 TOMO 全脑放疗联合同步推量技

术更具优势，不仅可一次性完成多个病灶的治疗计划，减少照射次数，缩短治疗时间，而且能优化

不同处方剂量间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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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027 

42 例喉癌患者术后放疗的护理 

 
张晓丹 

空军总医院肿瘤放疗科 100142 

 

     总结了例喉癌患者术后放疗的护理体会，包括心理护理气管套管护理照射野皮肤护理口腔护理

饮食护理呼吸相关并发症的护理观察全身情况等认为对喉癌患者术后放疗实施多方面的综合护理，

可提高放疗效果，减少或防治相关并发症。 

 
 
PQ-028 

下咽癌综合治疗疗效及预后因素分析 

 
吕秀鹏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评价下咽癌单纯放疗与放疗、手术综合治疗的疗效，寻找影响下咽癌预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 年 3 月～2012 年 3 月大医附一院放疗科收治的 56 例下咽癌患者的临床资

料，男性 55 例，女性 1 例，年龄 34-84 岁，中位年龄 57 岁，ECOG 评分 1-2 分；原发梨状窝 43

例，咽后壁 8 例，环后 5 例，单放(R)组 23 例，放疗联合手术(R+S)组 33 例。随访时间 3-74 个

月，中位随访时间为 38 个月。将年龄≥55 岁、治疗前血红蛋白水平、肿瘤原发部位、咽后淋巴结

转移、临床 T 分期、临床 N 分期、临床 TNM 分期、是否化疗、放疗剂量作为评估预后因素的指

标，K-M 法计算生存率并描绘生存曲线，生存率影响因素用 Cox 逐步回归做多因素分析，率的比

较用卡方检验。 

结果  截止 2013 年 3 月，56 例患者随访率为 100%, (R)组死亡 11 例，(R+S)组死亡 14 例。1 年、

3 年、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89.3%、59.6%、29.0%，中位生存时间为 48 个月；(R)组和(R+S)组 1

年、3 年、5 年生存率分别为 82.6%、48.2%、32.2%和 93.9%、67.2%、26.7%，两组中位生存时

间分别为 29 和 53 个月，结果比较无统计学差异（检验值=0.734,df=1,P=0.391）。COX 多因素回

归分析显示对患者生存率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有年龄≥55 岁（P=0.007）、临床 TNM 分期

（P=0.016）、咽后淋巴结转移（P＜0.001）、是否化疗（P=0.030），而治疗前血红蛋白水平、

肿瘤原发部位、放疗剂量、临床 T 分期、临床 N 分期对预后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毒副

反应（包括放疗黏膜反应、放疗皮肤反应、血液学毒性）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1、下咽癌手术联合放疗的综合治疗可以提高患者的 1 年、3 年生存率及延长中位生存时间，

但由于病例数少、随访时间短而未达到统计学差异。2、患者的年龄、临床 TNM 分期、咽后淋巴结

转移、是否化疗为影响下咽癌患者预后的因素，年龄＜55 岁、临床 TNM 分期越晚、有咽后淋巴结

转移相对预后越差，联合化疗可以改善患者预后。 

 
 
PQ-029 

鼻咽癌放疗期间口咽部真菌感染危险因素分析及防治策略研究 

 
黄蕾 

江苏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210009 

 

目的 探讨鼻咽癌患者在放疗期间发生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真菌感染的菌种分布特征及药物耐药

性，为临床预防和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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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 2013 年 9 月-2015 年 9 月在医院治疗的 278 例鼻咽癌放疗后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对存在有真菌感染的 81 例患者各项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并对真菌培养及药敏试验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高龄(＞60 岁)、有多种并发症(≥2 种)、有皮肤或黏膜溃烂、使用免疫抑制剂、使用多种抗生

素(≥2 种)、住院时间长(＞50 d)是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而真菌感染与性别无关。真菌感染以白色假

丝酵母菌最多,热带假丝酵母菌其次.药敏结果表明，酮康唑和咪康唑耐药率最高，均为 58.6%，氟

康唑耐药率最低(13%)。给予氟康唑加碳酸氢钠漱口效果良好。 

结论 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除了患者基础疾病和放疗不良反应之外,还包括抗菌药物的不合理应用,因

此加强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的控制如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加强无菌操作和营养支持等是降低感染

的重要措施.此外，掌握鼻咽癌患者治疗过程中引起真菌感染的病原菌及耐药情况，可以指导临床

的合理用药。 

 
 
PQ-030 

能谱 CT 在头颈部肿瘤精确放射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金肃年 刘海霞 邓晓琴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116011 

 

目的  探讨应用能谱 CT 去除金属伪影对放射治疗靶区勾画及计划设计的影响，并分析其在放射治

疗中应用的问题。 

方法  选择病理证实的 1 例鼻咽癌患者，进行普通 CT 和能谱 CT 去伪影定位扫描，在其各个 CT 影

像结构中，按统一标准勾画 GTV、CTV、PTV 及危及器官，分别制定 2D-RT 及 IMRT 计划，普通

CT 图像包括 2D-RT-ordi 和 IMRT-ordi； 能谱 CT 去伪影图像包括 2D-RT-mono 和 IMRT-mono。

所有计划的处方剂量均为 2Gy/次，33 次，总剂量达 66Gy。计划归一标准均为 95%体积 PTV 接受

100%的处方剂量。使用 DVH 对计划分别进行评估，同时对比等剂量曲线分布情况。另外应用金属

假牙及固体水制成验证模体，分别采集其普通 CT 及能谱 CT 影像，比较伪影较重层面 CT 值，与

普通 CT 影像上无伪影部位 CT 值的差别。并针对模体制定单一前野照射的治疗计划:Plan-ordi 和

Plan-mono，在 TPS 中测量深度为 1-5cm 处的计算剂量，分析其与实测吸收剂量间的差异。 

结果  1、由金属假牙所引起的伪影主要影响下颌骨、部分腮腺、舌等结构的清晰度，经能谱 CT 去

除伪影处理后的图像明显较前清晰，于两套 CT 图像上随机采集软组织结构相同测量点的 CT 值，

能谱 CT 去除伪影后 CT 值明显更接近正常软组织密度。2、基于两套影像结构的 2D-RT 计划的

DVH 差异性较小。3、IMRT-ordi 和 IMRT-mono 的 DVH 差异性不大，但 IMRT-mono 计划中的

CTV 及 PTV 最小剂量较 IMRT-ordi 计划可高出 2.5Gy 左右。4、模体影像上的金属伪影经过能谱

CT 去伪影处理后明显减少。 5. 模体剂量验证结果：Plan-mono 计划较 Plan-ordi 计划在各深度的

计算剂量均更接近于实测剂量。 

结论  1.在本例鼻咽癌患者中，由金属假牙所引起的伪影主要影响下颌骨、部分腮腺、舌、咬肌、

口咽部及 II 区淋巴引流区等结构的清晰度，通过能谱 CT 去除伪影处理后能够明显提高靶区勾画的

精确程度，且 CT 值得到改善。2.能谱 CT 进行去伪影处理后，正常部位软组织图像的质量较前有

所下降。3.采用 2D-RT 计划进行放射治疗时，应用能谱 CT 去除金属伪影对治疗计划设计的改善作

用不大。4.采用 IMRT 计划时，能谱 CT 去除金属伪影能够明显提高治疗计划的精确性，此结论得

到模体验证结果的证实，所以在进行治疗计划设计时，应尽量采用去除伪影后的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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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031 

A NEW BITE BLOCK IMMOBILIZATION SYSTEM COMBINED WITH A 

SIMPLE EYE-DEVIATING TECHNIQUE FOR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WITH IMRT OF LACRIMAL GLAND CARCINOMA: ONE 

CASE REPORTS AND LITERATURE REVIEW 

 
Zhang Min,Liu Siwei,Zhao Bo,Gao Xianshu,Li Xiaoying,Liu Ling,Ma Mingwei,Qin Shangbin,Qi Xin,Li 

Hongzheng,Li Xiaomei,Zhao Qing,Wang Qingguo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Beijing， China. 100034 

 

Purpose  To introduce a new bite block immobilization system combined with a simple eye-
deviating technique used for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with 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IMRT)  of lacrimal gland carcinoma and to evaluate technical issues in one case. 
Methods and Materials  Instead of the thermoplastic facemask, a new bite block immobilization 
system combined with a simple eye-deviating technique is used for a lacrimal gland carcinoma 
patient at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The patient was instructed to keep his eyes during CT 
simulation scan in two different mode: A) cross eyes; B) gaze a special red spot on the left side. . 
IMRT treatment plans were designed for both mode respectively. Digital video camera was used 
to measure eye gaze time. Daily kV-CBCT was used to assure the consistency of position.  
Results  For mode A, the Dmax and Dmean of ipsi-lateral cornea were 5746.3cGy and 
1669.9cGy; the D95 and HI of PTV were 6000cGy and 0.1470, respectively. For mode B, the 
Dmax and Dmean of ipsi-lateral cornea were 3864.2cGy and 1433.1cGy; the D95 and HI of PTV 
were 6000cGy and 0.1459, respectively. Mode B was used for clinical treatment of this case. The 
eye gaze time was over 10 minutes which is far more than the really treatment time(3-4 minutes). 
No serious treatment-related toxicity occured(>G2). 
Conclusion  The new bite block immobilization system combined with a simple eye-deviating 
technique has been set up for a lacrimal gland carcinoma patient,and this technique is one way to 
achieve Ipsi-lateral corneal sparing. 
 
 
PQ-032 

脑胶质瘤采用 CT/MRI 图像融合对放疗靶区勾画的指导意义 

 
申玉龙 王宗烨 任晔 戴卓捷 苏晓明 

解放军第 306 医院 100101 

 

目的 对比脑胶质瘤放射治疗 CT/MRI 图像融合与单纯 CT 图像靶区勾画，研究 CT/MRI 融合图像与

单纯 CT 图像靶区勾画的精准性、危及器官放疗保护及放疗计划可实施性。 

方法 选取 20 例脑胶质瘤患者，分别行 CT 及 MRI 增强扫描放疗定位，定位前于颧面部标记影像定

位线，保证 CT 及 MRI 扫描基线体位一致，图像传输 Monaco 放疗计划系统，选取 MR 扫描 T1WI

增强图像与 CT 图像融合，分别在 CT/MRI 融合图像及单纯 CT 图像上勾画靶区及危及器官，比较

两种方法勾画靶区后靶区精准性的差异及正常组织保护情况。 

结果 研究分析 20 例脑胶质瘤患者的放射治疗靶区，包括根治性放疗及术后放疗，GTVCT/MRI 为

（65.95±8.82）cm3，GTVCT 为（54.7±7.62）cm3（P＜0.05）。其中 GTVCT＜GTVCT/MRI 为

16 例，GTVCT＞GTVCT/MRI 为 4 例。CT/MRI 融合图像上勾画的靶区更精准，能更好的勾画危及

器官组织边界，利于提高靶区剂量、保护正常组织。 

结论 CT/MRI 图像融合勾画靶区，可以结合两种不同影像技术的优势，对于脑胶质瘤而言，根治性

放疗、术前放疗、术后放疗，采用 CT/MRI 图像融合技术，可明显提高肿瘤靶区勾画的精准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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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疗精度，利于提高肿瘤靶区剂量，减少周围正常组织损伤，提高患者耐受性，有利于放疗计划

的实施。 

 
 
PQ-033 

 胸部定位参考线配合红外定位系统在鼻咽癌放疗中的应用 

 
储开岳 

南通市肿瘤医院 226361 

 

目的  应用千伏级 CT（CBCT）验证胸部定位参考线配合红外定位系统（OPS）减小鼻咽癌调强放

疗摆位线性误差与旋转误差。 

方法  随机选取不同定位方式的鼻咽癌患者共 60 例分成两组。其中采用胸部定位参考线配合红外定

位系统的患者 30 例，常规定位的患者 30 例，60 例患者均采用头颈肩热塑体膜固定体位。胸部定

位参考线配合红外定位系统的患者扫描前根据患者与头颈肩热塑体膜相对位置及头颈肩固定体板的

位置仰卧于定位床上，确定胸部参考线并在其标记线上贴上相应 OPS 定位小球，其余治疗摆位时

患者体位与体板相对位置以定位参考线为准，然后进行增强扫描定位，将定位图像传输至治疗计划

系统（TPS）进行调强治疗计划。应用 CBCT 扫描对两种定位方法进行误差分析。 

结果  两组图像应用骨性和灰度加旋转配准算法计算与定位图像配准，得到 X（左右方向）、Y（头

脚方向）、Z（前后方向）线性和旋转误差。设置胸部参考线与未设置胸部参考线两组患者 X、Y、

Z 方向摆位线性误差分别为(-0.21±1.13) 、(0.14±0.90)、(-0.31±1.12) 

mm 和(-0.59 ±1.76) 、(0.76±1.60)、(-0.41 ±2.13) mm，P =0.664、0.000038、0.421，X、Y、Z

方向摆位旋转误差分别为 0.23°±O.61°、0.35°±0.42°、0.11°±0.72°和 0.85°±1.31°、0.47°±0.61°、

0.91°±1.32°；P =0.00015、0.0542、0.00043。 

结论  通过胸部定位参考线配合红外定位系统，能有效减少来自摆位的随机误差。 同时，保证了治

疗体位的精确性和重复性，提高了放疗精度。 

 
 
PQ-034 

疼痛对初诊头颈部鳞癌患者生存期的影响 

 
马利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30021 

 

目的   头颈部鳞癌患者的生存期与 TNM 分期和生活行为有关。疼痛是头颈部鳞癌患者的常见症状

之一。本研究对 128 例初诊的头颈部鳞癌患者，进行疼痛评估并评价其对生存期的影响。 

方法  对 2010 年 3 月-2011 年 3 月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初诊的 128 例头颈部鳞癌患者，采

用数字评分法进行疼痛评估。疼痛评分为 0-10 分，0 分代表无痛，10 分代表最痛。≤3 分为轻度疼

痛，4-6 分为中度疼痛，7-10 分为重度疼痛。生存时间为初诊到死亡或最后一次随访的时间，失访

的患者被剔除。计算各个部位肿瘤的 5 年总生存期。采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用卡方检

验来评估疼痛与 TNM 分期和生活行为（吸烟、饮酒）的关系。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 5 年总生存

期，用 Log-rank 检验评价统计学意义。采用多因素分析评价疼痛程度对总生存期的影响。 

结果  入组患者 128 例，其中喉癌 56 例，下咽癌 32 例，口腔癌 40 例。男女比例为 3:1。有吸烟史

和饮酒史的患者分别为 36.7%和 37.5%。酒精摄入量与口腔癌和下咽癌（P＜0.001）显著相关。

喉癌、下咽癌、口腔癌患者饮酒比例为 32.1%、40.0%，25.0%。21.8%的患者发生重度疼痛，其

中酗酒者发生重度疼痛的比例最高。喉癌、下咽癌、口腔癌患者重度疼痛占比分别为 17.9%、

21.8%、30.0%。重度疼痛与 TNM 分期和吸烟显著相关（p＜0.05）。有 46 例患者发生死亡（喉

癌 20 例、下咽癌 12 例、口腔癌 14 例）。TNM 分期、烟酒摄入量与生存期显著相关。疼痛与头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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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鳞癌患者的总生存期显著相关（p＜0.05）。口腔癌患者中重度疼痛和轻度疼痛 5 年生存期分别

为 36.4%和 53.3%，P＜0.05。下咽癌患者中重度疼痛和轻度疼痛 5 年生存期分别为 29.1%和

53.8%，p＜0.05。 

结论  多因素分析显示疼痛可显著影响患者总生存期。疼痛程度可作为总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素。 

 
 
PQ-035 

局部晚期巨块型头颈部鳞癌大分割放疗的疗效分析 

 
石亮亮 丁乾 李振宇 胡婷 彭纲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430022 

 

目的  探讨大分割放疗在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癌巨块型患者中的近期疗效和放射毒性。 

方法  预期生存期少于 1 月的头颈部鳞癌巨块型(肿瘤体积大于 100cm3)患者 12 例，采用 IMRT 放

疗方式，处方剂量为 4000cGy～4800 cGy，分割剂量为 400~500cGy/次/天，5 次/周，照射剂量参

考曲线为 95%等剂量曲线。观察该 12 例患者的症状缓解率、客观有效率、急性放疗反应及总生存

时间。 

结果  100%患者症状缓解，6 例患者疗效评估达 PR，ORR 为 50%，Ⅲ级以上急性放射性反应发

生率为 25%，OS 为 4.3 月。 

结论  对于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癌巨块型患者尤其是伴有呼吸困难、疼痛等急性症状者，大分割放疗

可以快速缓解症状，且有良好的耐受性及总体 OS 获益。 

 
 
PQ-036 

下咽及声门上型喉鳞癌同步推量根治性调强放疗的毒性及疗效分

析——一项单中心 I/II 期临床研究 

 
蔡博宁 马林 杨昊 冯林春 曲宝林 戴相昆 

解放军总医院放疗科 100853 

 

目的  评价采用同步推量根治性调强放疗联合化疗治疗局部晚期下咽及声门上型喉鳞癌

（SCCH/L）的安全性及疗效。 

方法  分析 2013 年 1 月开始于解放军总医院放疗科治疗，未行肿瘤切除术的下咽及声门上型喉鳞

癌患者，行根治性调强放疗，化疗模式为 DP 方案诱导化疗后的顺铂同步化疗，放化疗后无挽救性

手术。pGTV 处方剂量 69Gy，2.3Gy/F，共 30 次，5 次/周。本研究为单中心前瞻性 I/II 期研究，

于中国临床试验中心注册，研究编号：ChiCTR-ONRC-14004240。 

结果  自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共入组 60 例患者，末次放疗时间 2015 年 10 月。全部患者

无>2 级急性口干症发生，3 级急性皮肤损伤、口腔黏膜炎及吞咽困难发生率较低，分别为 11.7%

（7/60）、3.3%（2/60）、11.7%（7/60），1 例患者因放疗期间喉水肿行气管切开术，无其他≥4

级急性毒副反应。晚期副反应主要为咽喉水肿导致的声嘶或者咽痛，为 30.0%（18/60）。1、2 年

LRPFS、PFS、OS 分别为 90.0%及 70.5%、90.0%及 70.7%、91.7%及 71.9%。放疗期间急性疼

痛和进食困难程度较重的患者预后较差，是 OS 的独立影响因子（p=0.03,95%CI 1.104-7.202）。 

结论  69Gy/30F 的剂量分割模式的 IMRT 在 SCCH/L 治疗中应注意选择适宜人群，过大的分割剂

量照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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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037 

头颈肿瘤患者放疗前后免疫功能与 HPV 感染的关系 

 
谢涛 周晓艺 任庆荣 胡德胜 杨彬 任辉 胡艳萍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  通过检测头颈部肿瘤患者放疗前后肿瘤组织中 PD-L1 表达，外周血中 T 淋巴细胞亚群

（CD3，CD4，CD8）的值，探讨头颈部肿瘤患者放疗前后 PD-L1、T 淋巴细胞亚群与 HPV 感染

的相关性。 

方法  免疫组化法检测 145 例头颈部肿瘤组织 P16 的表达，以确定其 HPV 的状态。免疫组化法检

测 145 例头颈部肿瘤患者放疗前后瘤组织、50 例相应癌旁组织和 40 例正常上皮组织中 PD-L1 的

表达。检测 145 例头颈部肿瘤患者放疗前后和 40 例正常患者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的绝对计数。 

结果  145 例头颈部肿瘤患者中 P16 阳性率为 32.4%，阴性率为 67.6%。PD-L1 在 HPV 阴性的头

颈部肿瘤患者放疗前后均呈高表达，而在 HPV 阳性患者放疗前后均呈现低表达（P < 0.05）；T 淋

巴细胞亚群值在 HPV 阳性的头颈部肿瘤患者放疗前后均高于 HPV 阴性患者（P <0.05）。生存分

析发现 PD-L1 低表达头颈部肿瘤患者较低高表达患者预后好，T 淋巴细胞亚群值高的患者预后好于

低的患者。 

结论  PD-L1 在 HPV 阴性头颈部肿瘤患者中高表达，T 淋巴细胞亚群值在 HPV 阳性头颈部肿瘤患

者中高于阴性患者。PD-L1、T 淋巴细胞亚群可能作为头颈部肿瘤患者重要的预后指标，PD-L1 也

可能是潜在的治疗靶点。  

 
 
PQ-038 

Brain metastasis from NSCLC patients with uncommon EGFR 

mutations: A report of seven cases and literature review. 

 
Er Puchun,Pang Qingsong,Wang Ping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 Department of Radiotherapy 300060 
 

Background The diagnosis of brain metastasis(BM) arising from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 with uncommo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 mutations is quite 
rare.And the prognosis and rapeutic effects on brain metastasis from it remain unclear.To our 
knowleague,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on BM from NSCLC with rare EGFR mutations. 
Methords We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7 patients who had simultaneously BM and uncommon 
EGFR mutations among 42 NSCLC  patients with uncommon EGFR mutations.Clinical features 
and treatm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each patient and analyzed.A review of literature about this 
was also provided. 
Results In these 7 cases, 6 administered EGFR-TKIs, 6 cases undertook systemic 
chemotherapy as the first-line therapy while the other undertook radiation therapy in stead.And 
bevacizumab therapy was  administered by one case.The incidence of brain metastasis rate was 
16.7% ,lower than respected.The median PFS and OS of the 7 cases were 9 months(1-
49 months) and 30 months(12 months 5years+),obviously superior to expected. 
Conclusions  The prognosis and rapeutic effects on BM from NSCLC with rare EGFR mutations 
are probably better than expected.Radiotherapy may offer a clinical benefit in the treatment of BM 
arising from NSCLC patients harboring uncommon EGFR mutations.EGFR-TKIs represented by 
afatinib combined with platinum based chemotherapy may also represent an effective 
treatment option for uncommon EGFR (+) patients with BM.The effect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TKIs will more worthy of our expectations.Future studies are needed to evaluate if bevacizumab 
therapy is really beneficial in this combine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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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039 

4 种调强技术在全脑放疗海马区保护的剂量学比较研究 

 
张军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比较 IMRT、VMAT、Rapidarc 以及 Tomotherapy 4 种调强技术在全脑放疗中海马区保护的剂

量学差异。 

方法  选择 12 例局限期小细胞肺癌经放化疗后达 CR 拟行预防性颅脑照射（PCI）的患者，进行

CT 及 MRI 定位扫描，图像融合配准后由放疗医师勾画颅脑放疗的全脑靶区，海马区，外扩 5mm

边界形成减量区域。每例患者均由物理师设计 4 种调强技术的全脑放疗计划，处方剂量均为

95%PTV 体积 30Gy 分 10 次完成。比较 4 种调强技术的靶区、海马区剂量分布情况。 

结果  IMRT、VMAT、Rapidarc 以及 Tomotherapy 4 种调强技术在满足全脑靶区处方剂量的前提

下，海马区受量 Dmean 分别为 20.4Gy、21.3Gy、19.6Gy、11.3Gy，海马外扩 5mm 减量区域

Dmean 为 14.4Gy。 

结论  在 PCI 保护海马区时，Tomotherapy 具有更好的剂量分布，显著降低海马区受量，更符合临

床治疗的要求。 

 
 
PQ-040 

头颈部肿瘤放疗后口腔黏膜反应研究进展 

 
何垠波 孙愚 罗彩怡 王志国 张俞 钟仁明 肖江洪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中心/生物治疗国家实验室/放射物理技术中心 610041 

 

阐述头颈部肿瘤患者放射性口腔黏膜反应的病因、预防和治疗策略，进一步评价现有放疗性口腔黏

膜反应的防治方法，为医护工作者今后的工作提供参考。 

头颈部恶性肿瘤占全身恶性肿瘤的 30%，放疗是头颈部肿瘤综合治疗中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放疗

在杀灭肿瘤细胞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副反应，放射性口腔黏膜反应便是其中一种。放射性口腔黏膜反

应(Radiotherapy-induced oral mucositis,RTOM)又称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放射治疗诱发性口腔黏膜

炎，是指因放射线电离辐射引起的局限于口、咽部的黏膜损伤，是头颈部肿瘤放疗过程中最常见且

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最大的急性反应之一，在头颈部放疗患者中发生率为 85%-100%[1]，约有

15%的患者可能因此需要住院治疗[2]，严重者中断放疗，影响治疗计划的实施。 

近年来，众多国内外学者对放射性口腔黏膜反应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现综述如下。 

 
 
PQ-041 

时间调节诱导化疗序贯洛铂同期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癌

的生存分析 

 
陈宇 吴伟莉 金风 

贵州省肿瘤医院 550004 

 

目的  观察时间调节诱导化疗序贯洛铂同期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头颈部鳞癌的毒副反应及疗效。 

方法  30 例经病理证实头颈部局部晚期鳞状细胞癌患者，采用 TPF 方案（多西他赛+顺铂+氟尿嘧

啶）诱导化疗 2 周期，21 天/周期。2 周期诱导化疗结束后 3 周开始行同期放化疗，放疗采用调强

放射治疗，处方剂量为 100%PGTVp 69.96Gy/33f，100%PGTVnd 69.96Gy/33f，95%PT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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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6Gy/33f，95%PTV2 50.96Gy/28f，同期化疗：洛铂 50mg/㎡ d1，21 天/周期，共两周期。同

期放化疗结束 1 个月后行辅助化疗:方案及方法同诱导化疗，共 2 周期。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达 23 月（17～46 月）。（1）近期疗效情况：诱导化疗后的有效率

（CR+PR）：77%，CR 率 3%、PR 率为 74%、SD 率为 23%、PD 率 0%。同期放化疗结束后有

效率（CR+PR）：93%，CR 率 33%、PR 率为 60 %、SD 率为 7%、PD 率 0%。（2）生存情

况:1 年总生存率、无进展生存率分别、无局部复发生存率、无远处转移生存率为 83.3%、83.3%、

89.4%、96.3%；2 年总生存率、无进展生存率、无局部复发生存率、无远处转移生存率为

71.6%、68.4%、73.4%、86%；3 年总生存率、无进展生存率分别、无局部复发生存率、无远处

转移生存率为为 65.1%、62.2%、66.8%、78.2%。（3）不良反应情况：诱导化疗的主要毒副反

应：血液性毒性：3-4 级血小板降低 1 例，3-4 级白细胞降低 7 例，3-4 级中性粒细胞降低 5 例；非

血液性毒性：消化道反应主要表现在 1-2 级，出现 1 级肝功异常 3 例，3 级口腔黏膜炎 1 例，3 级

腹泻反应 1 例。同期放化疗的主要毒副反应,3-4 级口腔黏膜炎 4 例，3-4 级血小板降低 17 例，3-4

级白细胞降低 12 例，3-4 级中性粒细胞降低 10 例，消化道反应表现为 1-2 级，1 级转氨酶升高 3

例。 

结论 （1）TPF 方案时间调节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洛铂放化疗毒副反应主要是血小板降低，但经积极

处理后可顺利完成治疗，其他不良反应如消化系统、肝、肾毒性较轻。（2）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洛

铂放化疗的临床疗效较好，但仍需扩大病例数长期随访研究观察。 

 
 
PQ-042 

局部晚期喉咽癌保喉治疗疗效分析 

 
王建华 石梅 罗山泉 柴广金 臧健 赵丽娜 杨华 许曼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回顾我科局部晚期喉咽癌患者临床资料，分析精准放疗技术下局部晚期喉咽癌保喉治疗后的

生存，预后及失败模式。 

材料和方法  收集 2010.01-2015.12 西京医院放疗科收治的 69 例 III、IV 期喉咽癌的临床病例资

料，其中根治性放（化）疗组 17 例（下咽癌 14 例，喉癌 3 例），4 例是同步放化疗，12 例诱导

化疗+同步放化疗，1 例单纯放疗。保喉手术+放（化）疗组 52 例（下咽癌例 6 例，喉癌 46 例），

34 例半喉切除，11 例喉次全切或喉部分切除，7 例喉咽肿物切除，40 例手术+放疗，12 例手术+

放化疗。全组患者三维适形放疗（3DCRT）16 例，三维适形调强放疗（IMRT）53 例，平均放疗

剂量根治放化（化）组 68.5GY/33F，手术+放（化）疗组 56.5GY/33F。采用 SPSS18.0 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总生存率（OS）、无进展生存率（PFS）、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率(LRFS)及无远处转

移生存率(DMFS)计算采用 Kaplan-Meier 法，采用 Log-rank 检验单因素分析患者一般资料对预后

的影响。用 Cox 回归模型进行生存率多因素分析统计。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17 月，全组患者 1、3、5 年的总生存率分别为 96.8%、83.3%、67.0%，无进

展生存率 96.9%、87.0%、70.1%,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率 95.4%、85.1%、65.5%,无远处转移生存

率分别为 96.9%、81.4%、69.5%。失败模式分析中，全组病历中死亡 13 例，肿瘤相关死亡 11

例，占全部死亡病例的 84.6%，其中有 4 例（20.9%）因局部区域复发死亡，7 例（79.1%）死于

远处转移。治疗后局部区域复发 4 例（23.5%），远处转移 9 例（52.9%），局部复发+远处转移 2

例（11.8%），非疾病相关死亡 2 例（11.8%）。远处转移是局部晚期喉咽癌保喉治疗失败的主要

原因，多因素分析显示：手术是影响 OS, PFS 及 LRFS 的独立预后因素，N 分期是影响 DMFS 的

独立预后因素。单因素分析提示， 随着分期升高， OS, PFS，LRFS 及 DMFS 逐渐下降

（p<0.05）。 

结论  随着精准放疗技术的运用，局部晚期喉咽癌保喉治疗 3、5 年生存率明显高于二维放疗时代保

喉治疗结果，保喉术后放（化）疗组患者生存率优于根治性放（化）疗组，远处转移是治疗失败的

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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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043 

糠酸莫米松乳膏治疗头颈部鳞癌急性放射性皮炎的随机临床研究

（NCT02495064） 

 
廖垚 Long Dai Feng Pu Tang Du 

绵阳市中心医院 621000 

 

目的  2001 年—2014 年，国外多项报道显示糠酸莫米松软膏可减轻乳腺癌患者的急性放射性皮

炎。头颈部鳞癌患者需要接受更大剂量的放射性治疗，其急性放射性皮炎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常常高

于乳腺癌放疗患者，但临床上仍无确切的药物可明显减轻其放射性皮炎。本研究希望通过开放性

的，随机自身对照临床试验，观察糠酸莫米松乳膏在预防和减轻头颈部鳞癌急性放射性皮炎中疗

效。本研究已于 2015 年在―clinical Trials‖上注册，其授权实验代码为：NCT02495064。 

试验方法  从 2015 年 7 月开始，选择大于 12 岁的，非哺乳期、非孕期、放疗部位无皮肤损伤、非

萎缩性皮炎的头颈部鳞癌患者入组。所有入组患者的双侧颈部拟接受相同剂量的根治性放疗。患者

双侧颈部皮肤随机入组，如开始放疗的日期为单号，患者左侧颈部皮肤每天放射治疗结束后接受糠

酸莫米松乳膏涂抹，而右侧颈部皮肤不接受任何其他治疗，每周星期五放疗结束随访患者的放射性

皮炎情况。如患者开始放疗的日期为双号，则患者右侧皮肤为试验组，左侧为对照组。 

试验结果  本研究计划入组 80 例患者，即 160 个试验对象。目前已完成的，符合条件的患者有 62

例，即二组共 124 个试验对象。因伦理原因，该临床试验已经停止。参照 RTOG 急性放射性皮炎

分级。124 个试验对象中，36 个急性放射性皮炎评分为 I 级，60 个评分为 II 级，24 个评分为 III

级，4 个为 IV 级。当患者放射治疗剂量低于 60Gy 时，实验侧颈部皮肤使用糠酸莫米松乳膏后皮炎

常常为 I 级，而对侧对照组多为 II 级（P＜0.05）；但是，当患者的放射治疗剂量大于或等于 60Gy

时，皮炎常为 III-IV 级，糠酸莫米松乳膏的使用不能降低放射性皮炎的分级（P﹥0.05）。无论放

射治疗剂量高低，糠酸莫米松乳膏涂抹可明显减轻试验组的瘙痒、疼痛等自觉症状（P＜0.05）。 

结论  糠酸莫米松乳膏可降低放射治疗剂量低于 60Gy 头颈部鳞癌的放射性皮炎的分级，不能降低

放射治疗剂量大于或等于 60Gy 时放射性皮炎的分级。无论放射治疗剂量高低，糠酸莫米松乳膏涂

抹可明显减轻试验组的瘙痒、疼痛等自觉症状。 

 
 
PQ-044 

放射治疗扁桃体滤泡树突细胞肉瘤 1 例 

 
刘惠惠 李险峰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 030001 

 

目的  探讨术后放射治疗对于滤泡树突细胞肉瘤的意义。 

方法与结果 患者男，27 岁，于 2014 年 5 月发现右侧扁桃体肿大，诊断为扁桃体炎，抗感染治疗

有所好转，后右侧扁桃体间断肿大充血，无特殊处理。2014 年 11 月发现右侧扁桃体出血，遂就诊

于我院耳鼻喉科行右侧扁桃体切除术，术后病理示：右侧扁桃体滤泡树突细胞肉瘤，于 2014 年 12

月行术后放射治疗，DT：58Gy/2Gy/29f，并于 2015 年 5 月行 CHOP 方案（环磷酰胺+多柔比星+

长春新碱+泼尼松）化疗 3 疗程，之后每 3 月复查一次。随访 2 年全身各组织均未见异常，远期疗

效待进一步观察。 

结论 1.滤泡树突细胞肉瘤是一种原发于淋巴组织滤泡树突的恶性肿瘤，可以发生在淋巴结内及结

外，属低度恶性，病变较局限，瘤细胞分化较成熟，但是会复发和转移。2.滤泡树突细胞肉瘤较少

见，尤其是结外肿瘤，没有成熟的治疗方案可以借鉴，大多学者认为手术切除辅以术后放化疗是最

佳治疗方案，可延长患者的无病生存期。3.单侧的扁桃体肿大应首先排除恶性肿瘤可能；4.滤泡树

突细胞肉瘤较少见，国内外相关报道极少，缺少成熟的可以借鉴的治疗方案，术后是否放化疗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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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争议，本病例的治疗为滤泡树突细胞肉瘤的治疗提供思路；5.继续随访，观察远期疗效及判断

术后放化疗不良反应是否会对生活质量有所影响。 

 
 
PQ-045 

CyberKnife 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物理学初探 

 
徐伟 鞠忠健 潘隆盛 葛瑞刚 李纪伟 

解放军总医院 100853 

 

目的  探索 CyberKnife 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方法以及剂量学特点，为临床工作提供依据。 

方法  5 例原发性三叉神经痛患者头颈肩面罩固定，应用 CyberKnife 实施立体定向治疗，靶区平均

体积 0.30cc，平均最大径为 10.11mm,靶区距离脑干平均距离为 1.69mm,选择 5mm 准直器、Ray-

Tracing 算法设计治疗计划，周边剂量 60-64Gy,参考剂量线 80%，治疗次数 1 次，按照 TG101 报

告要求限制正常组织受量。 

结果  5 例患者治疗时间分别为：73min、52min、76min、86min、81min；Beam 数分别为：62、

67、91、95、84；Total mu 分别为：43179、28795、43474、48556、45694；靶区覆盖度分别

为：82.21%、76%、83.38%、78.19%、81.32%；靶区适形性指数（conformity index，CI）平均

值分别为：0.72、0.31、0.67、0.62、0.72；靶区平均剂量分别为：66.22Gy、69.20Gy、

70.23Gy、68.96Gy、69.42Gy。 

结论  5 例患者单次处方剂量较高，受设备剂量率限制，治疗时间都偏长，靶区距离脑干比较近，

为满足正常组织受量，靶区覆盖度和适形性指数整体偏低，但靶区的平均剂量都较高，满足临床需

要。与以往手术相比能够有效降低治疗风险，减少并发症。与 γ 刀相比，无创的 CyberKnife 治疗

舒适度更高，且实时追踪功能能够有效提高治疗精度。CyberKnife 治疗三叉神经痛在物理剂量学以

及治疗精度上具有可行性，临床效果有待进一步验证。 

 
 
PQ-046 

头颈及头颈外原发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基于文献病例数据的临

床汇总分析 

 
刘清峰 张烨 肖建平 易俊林 黄晓东 吴润叶 罗京伟 高黎 李晔雄 

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100021 

 

目的  探讨头颈及头颈外原发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的主要临床特点及预后差异。 

方法  回顾性收集本单位收治及文献报道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个案临床数据并进行汇总分析。 

结果  共汇总本单位收治及 1994-2016 年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个案报道病例共计

113 例，其中头颈原发 68 例，头颈外原发 45 例。全组男女比 1：1，发病以 60 岁以下人群常见

（69%，78/113），发病部位头颈原发以扁桃体（25 例）、颈部淋巴结（9 例）、鼻咽（7 例）和

咽旁（6 例）多见，头颈外原发部位以脾脏（16 例）、肝脏（7 例）、腋窝淋巴结（3 例）和乳腺

（3 例）多见。头颈外原发组大肿块者（>5cm）相对于头颈原发者为多见（56%和 19%，

P<0.001）。全组 5 年无病生存率为 59%，5 年总生存率为 83%，头颈与头颈外原发组 5 年无病生

存率分别为 48%和 44%（P=0.098），总生存率分别为 86%和 78%（P=0.139），全组的治疗模

式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为主（93%病例接受单纯手术或术后放疗和/或化疗综合治疗），对于头

颈原发组，放疗的介入可提高总生存率，5 年总生存率放疗组和未放疗组分别为 96%和

77%(P=0.051），而头颈外原发组，放疗的介入未能改善患者的预后，5 年总生存率两组分别为

64%和 85%(P=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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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数据显示，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头颈外原发者大肿块者较多，术后放疗的介入未能体

现生存获益，而对于头颈原发者，术后放疗可改善患者预后。 

 
 
PQ-047 

口服营养剂改善喉癌患者术后放疗期间营养状况分析 

 
马红兵 柯悅 问姣 黄珊 金迎迎 马秀龙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10004 

 

目的  平价口服营养剂（能全力）是否能够提高喉癌患者术后放疗期间的营养状况。 

方法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6 月，一项临床试验，入组标准为需要接受术后放疗的喉癌患者。共

入组 62 例喉癌患者，其中 43 例完成了方案规定的营养评估。中位年龄 46 岁（32-73 岁），男性

51（82.2%），Ⅰ、Ⅱ、Ⅲ和Ⅳ期分别为 8、9、28、17 例。营养师和主管医师为患者每周提供营

养咨询和营养状况评估，实验组在放疗期间同时口服能全力营养剂。主要观察指标为体重和 BMI，

次要观察指标为血白蛋白，身体细胞量，骨骼肌含量和蛋白质含量。数据分析采用 SPSS-13.0 软

件，计量资料军属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营养状况测量的重复测量资料采用多变量模型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的基线营养状况相近，试验组在第 2 周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依从性下降，只有 65%

的患者完成了标准服用量的 50%以上。靓仔患者在治疗过程的体重及 BMI 均在治疗结束后达到最

低，体重下降（试验组 vs 对照组：3.2Kg vs6.1Kg）在两组的变化趋势上有统计学差异

（p=0.041），BMI 下降有一定差异（试验组 vs 对照组：1.4 vs 2.0），接近统计学差异

（p=0.052），白蛋白和体细胞含量的变化趋势无统计学差异（p>0.05）,骨骼肌含量和蛋白质含量

的变化率高于对照组（p=0.022， p=0.034）. 

结论 喉癌患者在术后放疗期间可发生不同程度的营养状况下降，口服能全力营养剂可以减缓营养

状况的下降基本转化了体重和 BMI 的变化。 

 
 
PQ-048 

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对头颈部肿瘤患者接受放疗或同步放

化疗引起的口腔黏膜炎缓解作用的 I 期临床研究 

 
朱婉琦

1
 赵汉玺

1
 余丽娌

1
 贾丽

2
 邢力刚

1
 于金明

1
 

1.山东省肿瘤医院 

2.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目的  头颈部癌症患者接受根治性放疗或放化疗常出现放射性口腔黏膜炎，这可能降低患者的生活

质量和导致非计划治疗的中断，甚至会降低局部控制和生存率。但目前尚无标准治疗。既往基础研

究表明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GCG）可以保护正常组织，我们的前期临床研究已经表明

EGCG 用于放射性皮肤炎及食管炎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但对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临床疗效尚不清

楚。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证明其安全性，探索最佳治疗剂量，并初步检验其有效性。 

方法 所有的患者均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年龄≥18 岁；病理确诊的头颈部癌患者；ECOG 评分 0-1；

接受调强放射治疗；口腔黏膜的最大剂量至少 60Gy。剂量递增分为 5 个剂量组：440、880、

1320、1760 、2200μmol/L。每组患者按照标准的一期研究递增模式，即每组 3 例患者，如有 3 例

患者中有 1 例出现剂量限制性毒性（DLT），则本组再增加 3 例患者。如出现三分之二及以上的患

者出现 DLT, 则剂量递增停止。最大可耐受剂量（MTD）定义为剂量递增停止组的最近低剂量组。

评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评分（WHO）标准、口轻粘膜炎评估表（OMAS）、患者症状控制自我评

估表（PST）以及疼痛的数字评估表（NRS）每周分别进行评估。EGCG 开始给药的时间为患者

出现 一度的口腔黏膜炎直到整个放疗终止后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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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0 例患者完成了本研究并且放疗无计划外中断。其中有 12 例患者在放疗的第 2 周出现放射

性口腔黏膜炎，其余的患者在放第 3 周出现。EGCG 的疗程中位时间为 7 周。口腔内的灼烧感及

干呕是 EGCG 最常见的副反应，1 例出现在 880μmol/L 剂量组（共 6 例），2 例在 2200μmol/L 剂

量组（共 5 例）。EGCG 的 MTD 为 2200μmol/L。至于疗效方面，本研究的患者中仅有 29.4%出

现了 WHO 二度的口腔黏膜炎，且未出现 III-IV 度的口腔黏膜炎，而既往研究中 III 度以上的概率高

达 34%。10 例患者的 OMAS 评分在整个治疗中达到 2 度，其余均为 1 度。每周都大约有 50%的

患者的 PST 症状评分没有加重。最明显的是 NRS 评分在放疗结束时较 EGCG 开始应用时明显减

轻（t=2.833, P=0.001)。 

结论  EGCG 的主要限制性毒性为灼烧感及干呕，II 期研究的推荐剂量为 1760μmol/L，EGCG 可能

对放疗期间的口腔黏膜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PQ-049 

82 例泪囊肿瘤临床资料的回顾性分析 

 
宋新貌 王胜资 王伟芳 倪晓晨 王杰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200031 

 

目的  分析泪囊肿瘤的一般临床特点，探讨泪囊肿瘤的不良预后因素及治疗方式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分析 1992 年 6 月至 2016 年 1 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放疗科收治的 82 例泪囊

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其一般临床特点，分析淋巴结转移规律、治疗模式、放疗剂量，cox 回

归分析影响泪囊肿瘤的不良预后因素，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法分析泪囊肿瘤的 5 年总体生存率。 

结果  82 例泪囊原发肿瘤中，男女发病的比例为 1.56:1（50:32），中位年龄为 53.5 岁。病理类型

多达 13 种，其中鳞状细胞癌、恶性淋巴癌、腺癌和腺样囊性癌最多见，分别为 73.2%（60/80）、

8.5%（7/82）、3.5%（3/82）和 3.5%（3/82）。82 例患者中有 22 例伴发淋巴结转移且均为同

侧，淋巴结转移部位分别为下颌下 2.4%（2／82）、咽后 3.7%（3/82）、耳前 6.1%（5/82）、颈

部 14.6%（12/82）。首次诊治时主要症状有溢泪 58.5%（48/82）、局部肿块 56.1%（46/82）、

鼻出血 14.6%（12/82）、鼻塞 10.9%（9/82）和视力受损 7.3%（6/82）。治疗模式有术前放疗

29.3%(24/82)、术后放疗 45.1%(37/82)、根治性放疗 23.2%(19/82)和姑息放疗 2.4%(2/82)，其中

53.6%(44/82)患者给予不同剂量的化疗。Cox 回归分析表明若肿瘤侵犯上颌窦、筛窦、额窦或颅底

结构（p=0.004）以及发生区域淋巴结转移（p=0.006）为独立的不良预后因素。治疗后 5 年的总

体生存率为：0.87±0.04，对 75 例非淋巴瘤的泪囊肿瘤病例再分析，经手术＋放疗联合治疗模式和

单纯根治性放疗模式治疗的患者 5 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 0.82±0.07 和 0.88±0.06（p=0.81），但放

疗平均剂量分别为 6060.4±369.6 和 6702.2±381.6cGy（p=0.000）。 

结论  泪囊肿瘤为临床罕见的恶性肿瘤，病理类型多样，淋巴结转移沿头颈部淋巴结引流途径较有

规律；肿瘤侵犯上颌窦、筛窦、额窦或颅底结构以及发生淋巴结转移会影响预后；对于某些泪囊肿

瘤根治性放疗可以达到和手术＋放疗一样的预后。  

 
 
PQ-050 

腮腺嗜酸性淋巴肉芽肿 3 例分析 

 
田双莲 郭小芳 王满香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  探讨腮腺嗜酸性淋巴肉芽肿的治疗。 

方法  分析我院自 2009-2013 年收治腮腺嗜酸性淋巴肉芽肿 3 例病例的诊治方案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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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例术后未作任何治疗，5 年后局部复发，再次手术，术后补充局部放疗；1 例拒绝手术，单

纯放疗，后继续口服地塞米松治疗；1 例术后复发补充放疗。3 例放疗后均未见复发转移。 

结论  术后放疗可以有效降低木村病的复发率。 

    
 
PQ-051 

Research on Radiosensitivity of Docetaxel in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TPC-1 Cells 

 
wu hui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Affiliated Tumor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10180136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influence of docetaxel on radiosensitivity in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TPC-1 cells.  
Methods  Proliferation inhibition of docetaxel on TPC-1 cells was detected by CCK-8 method. 
Radiosensitization of docetaxel was measured by clone formation assay. Flow cytometry (FCM)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cell apoptosis and cycle progression. Western blot assay was applied 
to examine the expressions of Bax and Bcl-2 proteins.  
Results  The proliferation inhibition depends on the medicine concentration and the treatment 
time with IC50 value of 6.06(24 h), 1.39(48 h), 0.09 μg/ml (72 h), respectively. The value of SF2, 
D0, Dq in the radiation treatment group combined with docetaxel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adiation alone group. The SER of docetaxel was 1.53. Following the treatment of 0.05μg/ml 
docetaxel combined with radiation for 24h, 48h, 72h, the ratios of apoptosis in TPC-1 cells were 
31.67%, 44.57%, 70.20%, 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radiation alone group (t=-146.56, -15.13, 
-19.15, P<0.05). FCM measurement shows that cell cycle arrest in G2/M phase in the cells 
treated with docetaxel and radiation was much more obvious than the radiation alone group (t= -
79.17, P<0.05). In addition, in the combination treatment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Bax increased 

(t=93.56, P＜0.05)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Bcl-2 decreased (t=41.02, P＜0.05).  

Conclusions  Docetaxel can enhance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TPC-1 cells by promoting cell cycle 
arrest, induction of apoptosis and formation of associated proteins included Bax/Bcl-2. 
 
 
PQ-052 

Radiotherapy plus procarbazine, lomustine, and 

vincristine versus radiotherapy alone for glioma: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wei wei 

Xiangyang central hospital(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bei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441021 
 

BACKGROUND/AIM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radiotherapy (RT) plus procarbazine, 
lomustine, and vincristine (PCV) is more effective for the treatment of gliomas than RT alone. The 
aim of our meta-analysis was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RT plus PCV versus RT alone for the 
treatment of glioma patients after surgery.  
MATERIALS AND METHODS  We searched th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investigating the curative effect of RT plus PCV versus RT alone for glioma patients after surgery 
in PubMed, EMBASE and Cochrane library. The evaluation index including hazard ratios of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Individual hazard ratios with 95 % 
confidence interval was pooled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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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Four RCTs were included with 1,584 patients in this meta-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T plus PCV will have a longer OS (HR = 0.83, 95% CI 0.74-0.94) and a longer PFS 
(HR = 0.77, 95% CI 0.69-0.87) than RT alon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gliomas.  
CONCLUSION  RT combined with PCV chemotherapy can improve OS and PFS of patients with 
glioma after surgery. Further investigations are required to confirm these findings. 
 
 
PQ-053 

局部晚期喉癌和下咽癌调强放疗与二维放疗及三维适形放疗比较

的剂量学研究 

 
魏微 

襄阳市中心医院（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441021 

 

研究目的  从剂量学方面比较局部晚期喉癌和下咽癌 IMRT 与 3D-CRT 和 2D-RT 在靶区剂量分布及

正常组织器官受量方面的差异。  

材料方法  从襄阳市中心医院选取 8 例局部晚期喉癌、下咽癌术后患者，在 3D-TPS 图像上对每例

患者同一组靶区分别完成模拟 2D-RT、3D-CRT 和 IMRT 的设计。PTV1 和 PTV2 的处方剂量分别

为 66Gy 和 50Gy。主要评价指标：靶区覆盖率（V95)、不均匀系数（IC）及适形指数（CI）；腮

腺的 V15Gy、V30Gy、V45Gy、平均剂量（Dmean）及正常组织并发症发生概率（NTCP）。次

要评价指标：正常组织结构及器官的 D1cc、D5 或 D33。  

结果  IMRT 组、3D-CRT 组和 2D-RT 组 PTV1 的 V95 平均值分别为 99.20%、96.90%和

88.59%， IC 平均值分别为 0.123、 0.2 和 0.463，CI 平均值分别为 0.858、0.574 和 0.446； 

PTV2 的 V95 平均值分别为 98.81%、 96.53%和 88.21%， CI 平均值分别为 0.630、0.568 和

0.537。以上各项指标三组间比较均有显著差异（P＜0.001）。3D-CRT 组在 95％以上等剂量线内

覆盖靶体积的百分率以及靶区的均匀性、适形性均明显高于 2D-RT 组，而 IMRT 组则明显高于 3D-

CRT 组和 2D-RT 组。  

IMRT 组、3D-CRT 组和 2D-RT 组对侧腮腺的 Dmean 平均值分别为 25.96Gy、43.35Gy 和

52.15Gy，V15Gy 平均值分别为 57.55%、95.04%和 98.49%，V30Gy 分别为 42.32%、87.97%和

93.84%， V45Gy 平均值分别为 24.43％、55.28%和 82.35％，NTCP 分别为 22.5～30.4%、 

61.6～99.3%和 77.6～99.9%，三组之间均有显著性差异（P＜0.001）。三组脊髓的 D1cc 平均值

分别为 38.07Gy、 48.13Gy 和 45.15Gy，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脑干、颞颌关节、

下颌骨、舌和中耳的受量三组间均无显著差异。  

结论  IMRT 在靶区覆盖率、均匀性和适形度优于 3D-CRT 和 2D-RT；明显降低对侧腮腺平均剂量

及照射腮腺体积，降低口干发生概率；减少脊髓受量，降低放射性脊髓损伤发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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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01 

小细胞肺癌 TNM 分期及其他临床因素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佟丽斐 邓晓琴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按照美国退伍军人医院（VALSG）制定的小细胞肺癌分期标准，小细胞肺癌被分为局限期和

广泛期，此分期方法已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国际肺癌研究联合会建议将非小细胞肺癌

TNM 分期标准应用于小细胞肺癌临床分期中。本研究旨在对国际抗癌联盟（UICC）第七版肺癌

TNM 分期方法对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影响进行更深入、多层次的分析，以进一步评价其在临床应

用中的可行性，为个体化制定精准治疗策略提供临床数据基础。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期间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疗科收治的

154 例小细胞肺癌患者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经病理学或细胞学证实，且治疗记录保持完整。所有

未经 TNM 分期患者均按照 UICC 第七版 TNM 分期标准重新分期，依患者年龄、吸烟状态、治疗前

ECOG 评分、一线化疗周期数、行胸部放疗时机、胸部放疗总剂量以及是否行脑预防照射（PCI）

将患者进一步分层，应用 SPSS17.0 软件，采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建立 COX 风险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全组 154 例患者 1 年生存率为 78.57%，2 年生存率为 51.95%，中位生存时间 24.32 个月。

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年龄、治疗前 ECOG 评分、是否行 PCI、T 分期、N 分期、M 分期、TNM 三

期分期以及 VA 分期均与患者生存相关；而患者性别、吸烟状态、一线化疗周期数、胸部放疗时

机、放疗方式、胸部放疗总剂量与患者生存时间无明显相关。应用患者基本临床特征对 Cox 模型

进行校正后，N 分期（P=0.016）、M 分期（P=0.001）、TNM 三期分期（P＜0.001）、VA 分期

（P＜0.001）以及 PCI 仍是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年龄、治疗前 ECOG 评分在部分模型

（1-2）中为独立预后因素；而 T 分期与患者生存无明显相关（P=0.309）。 

结论  UICC 第七版 TNM 分期系统可为小细胞肺癌患者提供更为准确、详细的预后信息；即便利用

其它已知的预后因素进行校正后，其仍为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另外，患者其他临床因素

如年龄、PCI、治疗前 ECOG 评分等亦是 SCLC 患者预后及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但此结论还需

更进一步、更大范围的研究以评估其在临床上应用的可行性。 

 
 
PR-002 

DWI 对非小细胞肺癌合并肺不张三维适形放疗时靶区确定的临床

意义 

 
涂宏蕾 耿会生 魏娜 

西安长安医院 710016 

 

目的  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技术对合并肺不张的非小细胞

肺癌( NSCLC) 行三维适形放疗时病变靶区确定的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伴有肺不张的 NSCLC 患者 20 例，放疗前分别行胸部 CT 扫描，常规 MRI 平扫+弥散加

权成像（DWI）检查。根据扫描结果勾画放疗的肿瘤区（GTV）, 分别称为 GTV-CT 和 GTV-

DWI，并由 Oncentra 治疗计划系统给出 GTV 体积的具体数值并加以比较。  

结果  全部患者的 GTV-CT 与 GTV-DWI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20 例患者 GTV-CT 与 GTV-DWI

的平均体积分别为 137.24cm3 和 105.39cm3 ( P< 0.01)，GTV-DWI 较 GTV-CT 平均减少 30.2% 

(31.85cm3 )。GTV 的减少，引起相应靶区范围的缩小, 进而避免对周围正常组织（主要是正常或不

张的肺组织) 的不必要照射, 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正常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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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DWI 与 CT 所显示的大体肿瘤体积有差异，对肺癌患者放疗难以判断 GTV 界限时，磁共振平

扫联合 DWI 有助于进一步明确靶区的勾画范围。  

 
 
PR-003 

ⅢA(N2)期非小细胞肺癌术后预后因素分析 

 
刘月姣 李晓敏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目的  研究ⅢA N2 期 NSCLC 患者术后转移、复发及生存相关因素，为患者术后选择放疗提供客观

依据。 

方法  收集山西省肿瘤医院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完全手术切除，术后分期为ⅢA N2 的

NSCLC 患者病历及随访资料，用 cox 回归模型进行转移及复发多因素分析，用 Kaplan-Meier 绘制

生存曲线，生存率比较用 log-rank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 收集 199 例，有完整随访资料 173 例，患者 1、2 年转移率、复发率及生存率分别为

38.7%、52.6%，27.8%、39.1%和 92.5%、51.4%，多因素分析发现病理类型（P=0.013 

95%CI：1.237-6.182）和术前 CEA/CY211/SCC 其中两项阳性（P=0.014 95%CI：0.687-2.065）

是其转移独立危险因素（P<0.05）；阳性淋巴结数（P=0.046 95%CI；1.009-3.062），淋巴结转

移站数（P=0.004 95%CI：1.337-4.712），淋巴结转移率（P=0.028 95%CI：1.101-5.436），术

前 CEA/CY211/SCC 其中两项阳性（P=0.001 95%CI：0.876-3.027）是其复发独立危险因素

（P<0.05）。 

         2. 转移、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进行生存率比较发现，病理类型（P＞0.05），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阳性淋巴结数目，淋巴结转移站数，淋巴结转移率，术前 CEA/CY211/SCC 其中两项阳

性，（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阳性淋巴结数≥4，淋巴结多站转移，淋巴结转移率

≥20%，术前 CEA/CY211/SCC 其中两项阳性患者生存率下降。 

结论  阳性淋巴结数，淋巴结转移站数，淋巴结转移率,术前 CEA/CY211/SCC 其中两项阳性是完全

切除术后ⅢA N2 NSCLC 患者复发独立危险因素，也是生存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只有术前

CEA/CY211/SCC 其中两项阳性是远处转移独立危险因素。故具有这些高危因素患者可能从辅助放

疗中获益，以提高局控率，从而将局控率提高转化为生存期延长。 

 
 
PR-004 

放疗前血液学参数水平预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的临床意义 

 
刘志坤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放疗前相关血液学参数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评价对患者预后的

影响。 

方法  选取 230 例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进行初次放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记录患者 PLR、中

性粒细胞、白蛋白、血红蛋白。Kaplan-Meier 分析比较总生存期。采用 Cox 回归风险模型来确定

预后因素。 

结果  全组患者放疗前中性粒细胞为 2.7～24.7×109/L，中位值为 7.10。低中性粒细胞组

（≤7.10×109/L）110 例，高中性粒细胞组（>7.10×109/L）120 例，治疗前高中性粒细胞患者总生

存期（50.0%、10.8%、4.2%）小于治疗前低中性粒细胞患者（65.5%、35.5%、24.8%）

（x2=23.889，P<0.001）；全组患者放疗前血白蛋白为 78.00～159.00 g/L，中位值为 130 g/L。

低血红蛋白组≤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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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113 例，血红蛋白正常组（>130.00 g/L）117 例，治疗前血红蛋白正常组的 1、3、5 年生存

率为 53.0%、33.3%、20.4%，而低血红蛋白组为 56.6%、11.5%、6.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x2=8.020，P=0.005）；全组患者放疗前 PLR 为 45.88～280.88，中位值为 150。低 PLR 组

（≤150）107 例，高 PLR 组（>150）123 例，低 PLR 组和高 PLR 组患者的 1、3、5 年生存率分

别为 72.0%、35.5%、22.8%和 39.8%、11.4%、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8.572，

P<0.001）；全组患者放疗前白蛋白为 27.0～50.0 g/L，中位值为 41.0 g/L。低白蛋白组（≤41.00 

g/L）116 例，高白蛋白组（>41.00 g/L）114 例，治疗前高白蛋白水平组患者 1、3、5 年生存率为

64.0%、31.6%、21.1%，低白蛋白组为 45.7%、13.8%、6.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x2=19.130，P<0.001）。多因素分析发现性别，治疗前中性粒细胞数目，PLR，N 分期，合并

阻塞性肺炎是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总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性别，N 分期、放疗前 PLR、中性粒细胞数目及疗前是否合并阻塞性肺炎是影响非小细胞肺

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PR-005 

同步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老年肺腺癌对比研究 

 
张建鑫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150081 

 

目的  探讨培美曲塞或依托泊苷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老年肺腺癌的近期疗效以及急性不良

反应。  

方法  对经病理证实为 IIIA 或 IIIB 期的 60 例老年肺腺癌患者根据治疗方法分为实验组、对照组，实

验组使用培美曲塞[500mg/(m2.d)]，共 2 个周期；对照组使用依托泊苷[100mg/d,d1-d5],共 2 个周

期。化疗同时给予三维适形放疗（3DCRT）,处方剂量为 60-70G 呀，6-7 周完成。 

结果  有效率（CR+PR）实验组为 80.0%（24/30），对照组为 73.3%（22/30），2 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不良反应主要包括恶心呕吐、中性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血红蛋白下

降、放射性肺炎、放射性食管炎，其中实验组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低，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培美曲塞或依托泊苷联合同步放疗治疗局部晚期老年腺癌近期疗效良好，培美曲塞的不良反

应更低，值得临床使用，但从经济学考虑依托泊苷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PR-006 

EGFR、EML4-ALK 突变状态对非小细胞肺癌放疗疗效的影响 

 
魏也 Yasir Ahmed Mohammed Khair 孟睿 张盛 伍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中心 430022 

 

目的 EGFR、EML4-ALK 是肺癌的重要驱动基因，对其分子病理分型、疗效判断、病情监测均起到

指导作用。临床上观察到同期别、同病理类型的肺癌患者放疗疗效存在差异，临床前研究也提示驱

动基因的突变状态与放疗敏感性之间存在相关性。本研究拟通过分析比较不同突变状态 NSCLC 放

疗后的肿瘤退缩程度，初步探讨在 NSCLC 中，EGFR、EML4-ALK 突变状态对放疗疗效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本中心 101 例有完善临床病理资料、明确 EGFR 和/

或 EML4-ALK 突变状态且接受原发灶调强放疗（IMRT）的 NSCLC 患者，全部患者均在放疗前、

放疗开始后 4 周、放疗完成后 1 月行 CT 检查，判断肿瘤退缩程度。根据放疗前、后 CT 影像测量

肿瘤长径，定义早期肿瘤退缩程度（early tumor response，ETR）=放疗前肿瘤长径-放疗后早期

肿瘤长径，晚期肿瘤退缩程度（late tumor response，LTR）=放疗前肿瘤长径-放疗后晚期肿瘤长

径，协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突变状态与肿瘤放疗疗效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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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01 例患者中，单独胸部放疗 54 例，胸部放疗合并 TKI/化疗 47 例，EGFR 敏感突变型 42 例

（21 号外显子 L858R 突变 28 例，19 外显子 E746-A750del 突变 14 例），EML4-ALK 突变型 7

例。单独胸部放疗组与放疗合并 TKI/化疗组相比，放疗后早、晚期肿瘤退缩程度无统计学差异

（P=0.0546,0.1033）。EGFR 突变型组放疗后早期肿瘤退缩程度较 EGFR 野生型组有显著统计学

差异（P=0.0374），晚期肿瘤退缩程度虽无统计学差异（P=0.2264），但前者晚期肿瘤退缩趋势

更为明显。EGFR 突变型中，21 外显子 L858R 突变与 19 外显子 E746-A750del 突变相比在放疗后

早、晚期肿瘤退缩程度上均无统计学差异(P=0.5961,0.7885)，但前者放疗后早、晚期肿瘤退缩趋

势更为明显。EGFR 突变型组与 EML4-ALK 突变型组在放疗后早、晚期肿瘤退缩程度上无统计学

差异（P=0.0723,0.2477）。EML4-ALK 突变型组放疗后早、晚期肿瘤退缩程度较其野生型组未见

统计学差异（P=0.4507，0.4045)。 

结论 NSCLC 患者中，EGFR 突变型可能是影响胸部放疗疗效的有利因素，而与其是否合并应用

EGFR-TKI 或化疗无明显相关性。 

 
 
PR-007 

诱导化疗无效的局限期小细胞肺癌可能不宜应用原方案 

同期放化疗 

 
王大权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评估诱导化疗无效的局限期小细胞肺癌患者放化疗次序与 PFS 及 OS 的关系，以明确同期放

化疗是否优于单纯放疗。 

方法 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我院初治的 94 例诱导化疗无效的局限期小细胞肺癌患者纳入

本项研究，93.6%的患者临床分期为 III 期，6.4%的患者为 IB-IIB 期；57 例患者经诱导化疗无效后

接受单纯放疗，37 例接受同期放化疗，其中 14 例患者同步化疗方案改为二线方案，23 例患者仍

为 EP/EC 方案；31 例患者放疗后接受脑预防照射（PCI）。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并

Logrank 法检验，Cox 模型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全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 16.74 个月，2 年 OS、PFS 分别为 51.1%与 18.1%。同期放化疗组

（57 例）与单纯放疗组（37 例）2 年 OS 分别为 32.4%与 61.4%（P=0.004），2 年 PFS 分别为

13.5%与 21.1%（P=0.084）。同期放化疗组中同步化疗方案换用二线方案者（14 例）与继续原方

案同步化疗者（23 例）2 年 OS 分别为 50%与 26.1%（P=0.762），2 年 PFS 分别为 21.4%与

8.7%（P=0.695）。同期放化疗组与单纯放疗组 2-3 级骨髓抑制、3 级放射性食管炎、3 级放射性

肺炎发生率分别为 29.7%与 12.3%（P=0.036）、10.8%与 3.5%（P=0.157）、13.5%与 5.3%

（P=0.161）。脑预防照射与否 2 年 OS 分别为 58.1%与 47.6%（P=0.158），2 年 PFS 分别为

22.6%与 15.9%（P=0.017）。多因素分析显示，同期放化疗（P=0.002，HR=2.574，95%CI 

1.429-4.634）、脑预防照射（P=0.024，HR=0.518，95%CI 

0.292-0.919）是影响 OS 的因素。 

结论 诱导化疗无效的局限期小细胞肺癌可能不宜应用原方案同期放化疗，可以换用二线方案或者

为减轻毒性反应而行单纯放疗，由于是小样本回顾性研究，此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大样本前瞻性研究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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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08 

应用 CBCT 图像引导研究胸部肿瘤放疗的摆位误差 

 
陈海涛 王振华 张强克 单国平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目的 应用 CBCT 图像引导研究胸部肿瘤调强放疗摆位后、摆位纠正后、治疗结束后的摆位误差，

研究 CBCT 图像配准对减小摆位误差的重要性。对照实验为不同放射治疗师在摆位后的摆位误差，

研究放射治疗师的摆位差异性。 

方法 实验组为应用 Elekta 医用直线加速器治疗胸部肿瘤 24 例（非小细胞肺癌 21 例，肺转移癌 3

例），共治疗 184 次。采用 IGRT 机载 CBCT 在摆位后、摆位误差纠正后、治疗结束后扫描三次，

将得到的 X 线容积图像与计划 CT 图像靶中心匹配，获得三维方向线性误差。对照组为不同的放射

治疗师同加速器治疗胸部肿瘤 20 例（非小细胞肺癌 19 例，肺转移癌 1 例），共治疗 181 次，同

样使用 CBCT 图像引导得到摆位后的摆位误差。 

结果 实验组患者摆位后左右（x）、前后（y）、上下（z）方向平移误差分别为（1.77±2.35）、

（-1.44±4.18）、（0.37±1.57）mm，随机误差标准差分别为 2.48、4.06、1.70mm。摆位纠正后

各方向平移误差分别为（0.36±1.06）、（-0.10±0.84）、（0.20±0.49）mm，随机误差标准差分

别为 1.09、1.27、0.81mm。对照组的不同放射治疗师对患者摆位后的 xyz 方向平移误差分别为（-

0.19±1.79）、（1.34±3.59）、（-0.18±2.23）mm。 

结论 实验组结果说明放射治疗中 CBCT 与计划 CT 实时配准可以大大缩小胸部放疗的线性误差，

摆位后各方向 MPTV分别是 7.61、13.29、5.12mm，摆位纠正后分别为 3.41、2.99、1.79mm，

MPTV明显缩小。对照组的不同放射治疗师对患者摆位后摆位误差与实验组有明显差异，说明不同

放射治疗师的摆位及 CBCT 配准差异对摆位误差影响较大。 

 
 
PR-009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放疗副损伤风险间关系的 meta 分析及 TSA 试

验序贯分析 

 
宋宇哲

1
 董丽华

2
 

1.四川省肿瘤医院 

2.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背景  放疗患者之间存在正常组织的辐射敏感异质性，单核苷酸多态性可能是这种异质性的重要来

源。本研究重点关注了涉及 DNA 单链断裂和双链断裂修复过程的三个基因：XRCC1，XRCC3 和

ERCC2。本研究全面收集相关证据，系统评估了这三个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放疗损伤风险间

的关系。 

方法  检索 Pubmed 数据库和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找出相关文献。计算合并 OR 值和其 95%可

信区间作为 meta 分析的综合效应值来评估相关多态与辐射损伤间的关系。实施试验序贯分析

（TSA）和样本含量计算来评估和控制潜在的 I 类错误和 II 类错误风险。 

结果  对于 XRCC1 rs25487 单核苷酸多态性，29 个研究共计 4865 例患者入组本研究。传统 meta

分析表明 rs25487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放疗后早期副损伤风险显著相关（OR=1.29, 95%CI: 1.02-

1.63, P=0.04），与晚期副损伤风险无显著关联（OR=1.03, 95%CI: 0.86-1.25, P=0.73）。TSA 排

除了与晚期副损伤风险间的临床相关性。XRCC3 有三个单核苷酸多态性入组本 meta 分析：

rs861539，rs1799794，和 rs1799796。基于 17 个入组研究共 2849 例患者，本研究表明

rs861539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放疗后早期副损伤显著相关（OR=1.99, 95%CI: 1.31-3.01, 

P=0.001），而与晚期副损伤风险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OR=1.28, 95%CI: 0.97-1.68, P=0.08）。

ERCC2 有三个单核苷酸多态性入组本 meta 分析：rs13181，rs1799793 和 rs1052555。共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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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个研究 2584 例患者。传统 meta 分析结果显示 rs13181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放疗后副损伤发生风

险间存在显著关联（OR=0.71, 95%CI: 0.55-0.93, P=0.01），TSA 表明下确定结论尚需入组约

1700 例患者。对于 rs1799793 和 rs1052555 单核苷酸多态性，其与放疗副损伤间无显著关联。 

结论  XRCC1 rs25487，XRCC3 rs861539 和 ERCC2 rs13181 单核苷酸多态性可能影响放疗患者

的副损伤发生风险。有理由期待这三个多态在放疗损伤风险预测模型中占有一席之地。 

 
 
PR-010 

不同剂量分割放疗 IIIB 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及毒性比较 

 
葛琴 蔡晶 谢国栋 杨百霞 金建华 储开岳 赵季忠 俞岑明 葛彬彬 曹飞 

南通市肿瘤医院放疗科 226361 

 

目的 比较采用不同剂量分割放疗 IIIB 期非小细胞肺癌后的疗效及毒性反应。 

方法 40 例 IIIB 期非小细胞肺癌行三维适形放疗患者，大剂量分割组 20 例（PTR 组）和常规剂量

分割组 20 例（CRT 组），每次治疗前行 CBCT 扫描验证计划，所有患者均完成处方剂量。计算并

比较两组患者放疗后近期疗效及放疗结束 3 个月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PTR 组胸部病灶达 CR 或 PR 占 40%（8/20），SD 患者占 35%（7/20），PD 的患者占

25%（5/20）。CRT 组胸部病灶达 CR 或 PR 占 30%（6/20），SD 患者占 35%（7/20），PD 的

患者占 35%（7/20）。所有患者均未出现 3～4 级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在 IIIB 期非小细胞肺癌适形放疗中，宜采用大分割放疗，从而提高局控率，缩短疗程，节省

时间和资源。 

 
 
PR-011 

在胸部肿瘤放疗中放射性肺损伤的预防 

 
冯勤付 郑苗丽 

国家癌症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100021 

 

放射性肺损伤（RILI）是胸部肿瘤放疗最常见并发症，不可避免和不可逆。Inoue A 等报道症状重

的放射性肺炎 3 年生存率为 0，较轻者和无症状者分别为 33%和 38%。因此，预防比治疗更重

要。  

RILI 不仅影响生存质量，也影响肿瘤疗效，通过预防措施可减少重症放射性损伤的发生。1、通过

精准了解病情，制定治疗方案。2、掌握诊断技术和了解肿瘤生物学特征，准确地设计靶区范围。

3、放疗中关注病情和出院详细交代，早诊断和早治疗。4、设计放疗计划时，考虑化疗对肺损伤的

相加和协同作用，3 级以上并发症在序贯放化疗为 4%，而同步为 23%。5、了解增加放射性肺炎

（RP）的风险（IR. VOGELIUS 等），如合并症（糖尿病）、年龄偏大、肿瘤位于中下肺叶和持

续吸烟等。6、肺癌淋巴结引流规律为向心性、最小阻力引流的原则，结合术后淋巴结复发规律勾

画准确的淋巴引流区。7、上下肺门间的淋巴引流为逆行引流，逆行转移发生少，应毫米必争保护

同侧正常肺门。8、亚临床概率为 8%左右和呈离散度性分布，CTV 不需太大，当外放 5mm 增加治

疗体积一倍以上，因而鳞癌 GTV 外放 5-6mm 和腺癌 GTV 外放 8mm 为 CTV 足够。9、与物理师

沟通和优化放疗计划，避免用大斜野和水平野或不拉全弧野，达到肺 DVH1%必争。10、坚持宁愿

小体积肺高剂量照射，不要大体积低剂量照射的原则，即使牺牲一些适形度，也要保护低剂量肺照

射。11、肺 DVH 是预测肺损伤的重要指标，但目前 DVH 参数来至世纪初，病例数仍不大，把肺

V20 标准应为警戒线尽力远离。12、50Gy 可控制 90%上消化道和呼吸道肿瘤的亚临床病变，

40Gy 为 70%。行二程计划只照射 GTV，不仅减少损伤，还增加精确性。13、同步加量技术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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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和放射生物学优势，不仅减少肺损伤，还区别对待亚临床和 GTV。在 GTV 或 GTVnd 明确

者，鼓励用同步加量技术。    

使用精准放疗技术，结合精准的治疗理念和丰富的诊断与肿瘤学知识，艺术性的进行精准放疗，达

到提高肿瘤控制和减少肺损伤的目的。    

 
 
PR-012 

局部晚期肺癌的放疗技术选择：肺保护的螺旋断层治疗对比简化

调强放射治疗 

 
张烨 黄鹏 王绿化 

国家癌症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肿瘤医院 100021 

 

背景 简化调强放射治疗（Simplied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sIMRT）是局部晚期非小细

胞肺癌（Non 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的主流放射治疗技术。多个研究提示螺旋断层治

疗（Helical Tomotherapy, HT）较 sIMRT 有更好的物理剂量学优势，然而在局部晚期 NSCLC

中，HT 计划中肺的低剂量区范围大，放射性肺炎损伤发生率高。本研究拟探讨肺保护策略的 HT

治疗在局部晚期 NSCLC 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 20 例 IIIA/B 期 NSCLC 患者入组研究，其中右上叶、右下叶、左上叶和左下叶各 5

例。中位计划肿瘤体积（Planning Tumor Volume, PTV）416.3 cm
3
 （范围，232.7-1000.9 

cm
3）。处方剂量 95% PTV 60 Gy/ 2 Gy/30 次。正常组织限量参考 QUANTEC 标准。每例患者分

别设计肺保护的 HT 计划和 sIMRT 计划，其中肺保护的 HT 计划主要特点是限制 PTV 外 5cm 的正

常肺组织的剂量。所有 sIMRT 计划均应用于临床治疗。  

结果 HT 计划的适形度（1.08 ± 0.02 vs. 1.09 ± 0.01，p=0.003）和均匀性（1.15 ± 0.09 vs. 1.23 ± 

0.11，p= 0.002）均优于 sIMRT 计划。HT 计划中全肺和同侧肺的平均肺剂量和 V20 明显低于

sIMRT 计划（p= 0.000 and 0.032, p= 0.006 and 0.042）。全肺、同侧肺和对侧肺的 V5 两组之间

没有明显差异，HT 计划数值上要低于 sIMRT 计划（53.62 ± 8.33 vs. 54.41 ± 8.58、72.15 ± 13.75 

vs. 72.04 ± 14.84、37.69 ± 9.27 vs. 39.57 ± 10.72，p= 0.362、0.833、0.221）。脊髓、食管、心

脏的限制剂量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所有患者接受 sIMRT 治疗后随访至少 6 个月，仅观察到 1

例 3 级放射性肺炎的发生。  

结论 本研究中基于肺保护策略的 HT 计划在靶区的均匀性、适形度、正常肺的平均剂量和 V20 明

显好于 sIMRT 计划，而且肺的低剂量区 HT 计划似乎更低，可考虑用于肺癌的根治性放疗。然

而，有待临床大样本的研究来进一步证实 HT 的安全性。 

 
 
PR-013 

应用倾向评分匹配法评价 IIIA-N2 期 NSCLC 术后放疗的价值 

 
乔学英 韩玮 付丽媛 葛雪珂 白文文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分析 IIIA-N2 期非小细胞肺癌根治术后辅助放疗（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PORT）的作

用。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共 313 例肺癌根治术后化疗后的 IIIA-N2 期 NSCLC 患者的

临床资料，对 PORT(+)组及 PORT(-)组资料应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均衡组间协变量差异，观察两

组生存及局控，分析术后放疗的作用及获益人群。 

结果 匹配后两组患者中，PORT(+)组与 PORT(-)组 3、5 年生存率分别为 76.5%、58.3%和

52.1%、40.6%（P=0.162）；3、5 年局控率分别为 82.9%、73.7%和 56.5%、42.4%

（P=0.036）；3、5 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74.8%、65.5%和 39.5%、29.6%（P=0.021）。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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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术后放疗可降低隆突下淋巴结转移、肿瘤最大径≥3cm、多站转移、非跳跃转移及术前 N2

亚组的局部复发风险。 

结论  术后放疗可提高 IIIA-N2 期 NSCLC 术后化疗后局部控制率及无进展生存率；亚组分析中隆突

下淋巴结转移、肿瘤最大径≥3cm、多站转移、非跳跃转移及术前 N2 者获益较大。 

 
 
PR-014 

从子宫颈癌放疗前的阴道冲洗指导肺癌的放疗辅助措施 

 
叶文静

2,1
 贾钰铭

1
 李婷

2
 雷开键

1
 谭榜宪

2
 

1.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2.川北医学院 

 

目的 通过子宫颈癌放疗前的频繁阴道冲洗指导 NSCLC 放疗增敏的辅助措施。 

方法 将我子宫颈癌患者阴道冲洗后放疗的疗效指导 NSCLC 患者放疗增敏可能有效的辅助措施。为

了保持放射敏感性，我们非常重视贫血的改善和感染的控制，对于子宫颈癌来说，我们通过阴道冲

洗来减轻感染机会。然而对于肺癌，放疗过程中并没有要求严格的清洁气管、支气管的措施，因此

我们试图将子宫颈癌与肺癌作对比，分析两种癌症的放疗过程的辅助措施，类比肺癌可能存在的放

疗增敏方法，为提高肺癌的治疗效果进行一些尝试。然而实践表明，肺癌病人不可以直接进行气

管、支气管冲洗，但肺癌放疗中和放疗后产生的明显症状的急性放射性肺炎病人的治疗中强调：

（1）吸氧、祛痰和支气管扩张剂的应用、（2）肾上腺皮质激素、（3）抗炎这三大措施的治疗。

其中祛痰、扩张气管、支气管，也可以理解为一定意义上的冲洗，异曲同工。 

结果 虽然肺癌患者不能像宫颈癌患者一样进行类似冲洗，但也可对肺排除分泌物，同时保护正常

组织，进而减轻放射作用。如果祛痰剂、扩张剂等等药物广泛使用于放疗的全过程，可提高肺癌放

疗效果。 

结论 类比子宫颈癌放疗前的频繁阴道冲洗，对将实行放疗的 NSCLC 患者来说，祛痰剂、扩张剂等

药物广泛使用于放疗的全过程，可提高肺癌放疗效果。 

 
 
PR-015 

肺等效均匀剂量 LEUD 的在肺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 SABR 的放射性

肺炎预测模型的临床应用价值 

 
李夏东

1
 王诚

2
 顾佳乐

2
 唐荣军

1
 沈丽娟

1
 邓清华

1
 马胜林

1
 

1.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杭州市肿瘤医院 

 

目的 对基于肺等效均匀剂量（LEUD）的放射性肺炎预测模型在肺部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中的临床应

用效果评价及最优化 α 值的搜寻。 

方法 选取接受过肺部 SABR 的 65 位病人，根据放疗结束后有无放射性肺炎分成 2 组，导出 DVH

等信息，用自编数值分析程序进行数据分析，分别计算在 α=[-50,50]区间中，两组的 LEUD 值的变

化，找出致使两组 LEUD 值差距最大的 α 值。 

结果 在 α=0.3 的时，发生放射性肺炎组（GRP）和未发生放射性肺炎组(N-GRP)的 LEUD 相对差

R 取得最大值（患病组 EUD 平均值为 1223cGy，没有患病组的 EUD 平均值为 877cGy，LEUD相对

差 R 在-50~-5 区间缓慢减少，在-5~0 急剧增加并且在 α=0.3 时取得最大值，在 α 从 0.3-4 区间快

速减小后直到研究终点 50 都趋于缓慢减小趋势；同传统物理容积剂量阈值相关性分析也显示出在

α=0.3 时，LEUD 的值和 V5,V10,V20 的相关性非常大（Person，P=0.001）,  

结论 在肺部肿瘤采用 SABR 技术进行放射治疗时，LEUD剂量必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剂量指标在

α=0.3 时能够较好预测放射性肺炎发生情况，且 α=0.3 时最好能够控制全肺等效均衡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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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D<870cGy，但是由于个体差异以及无法将病人化疗的情况精确地转化成剂量等现实情况的影

响，因此，在肺癌的同步放化疗患者中具体的 α 值和 LEUD的限定值还需进一步研究分析。 

 
 
PR-016 

非小细胞肺癌根治性放疗中肺动脉分级和剂量学参数与生存的相

关性研究 

 
马洁韬 韩琤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第一肿瘤科 110004 

 

目的 新近密西根大学 Dr. Kong 的一组数据显示肺动脉（PA）的放疗剂量学参数与不可切除接受根

治性放疗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生存明显相关。本研究通过分析本中心接受根治性放

疗的 NSCLC 患者的肺动脉和心脏的放疗剂量学参数与总生存（OS）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探讨

肺动脉是否可作为 NSCLC 根治性放疗过程中的剂量限制性危及器官（OAR）。 

材料和方法 收集 2010 年 8 月至 2014 年 9 月间有明确病理诊断，因医学原因不可手术或不可切除

接受根治性放疗的 NSCLC 患者。每例患者具有完整的影像随访资料，可提取的完整的肺动脉

（PA）和心脏（H）的放疗剂量体积参数。对所有临床病理因素及放疗剂量学参数的预后结果进行

非参数检验，采用 Kaplan-Meier 方法及 log-rank 检验进行生存分析，采用 Cox 回归方法确定生存

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果 共入组 141 例患者，中位年龄 60 岁，其中男性 68.8%，肺腺癌 50.4%，III 期 71.6%，接受

同步放化疗者 55%，放疗剂量分割范围 60-76Gy/30-38fx。全组人群中位随访 16.9 个月，中位 OS 

20.5 个月（95% CI 9.6-31.4 个月），1 年和 2 年的生存率分别为 75.2%和 58.2%。单因素和多因

素分析显示，KPS、肿瘤 T、N 分期、肺动脉侵袭分级和肺动脉受量超过 40-55Gy 的体积百分比

（PA V40-55）与生存显著相关，是独立预后因素。肺动脉侵袭分级 0、1、2、3 级的中位生存分

别为 41.8、27.8、12.7 和 7.5 个月，P<0.001。PA V40-55 的阈值分别为 80%、68%、45%和

32%。PA V40 >80% vs.≤80%、PA V45 >68% vs.≤68%、PA V50 >45% vs.≤45%和 PA 

V55 >32% vs.≤32%的生存分别为 14 vs. 27.8 个月、13.5 vs. 37.9 个月、14.2 vs. 32.7 和 10.9 vs. 

41.8 个月，P<0.001。 

结论 较高的肺动脉侵袭分级以及较高的剂量学参数 PA V40-55 与接受根治性放疗非小细胞肺癌患

者较差的预后生存密切相关，我们建议将肺动脉作为剂量限制性的危险器官看待。结合密西根大学

的研究，推荐根治性放疗时 PA V45 <68-70%作为限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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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17 

Dosimetric comparison of three-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otherapy,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and 

hybrid-VMAT technique in the treatment of stage III lung 

cancer 
 

夏耀雄
1,2

 nicolas MAGNE
2
 

1.Department of Radiotherapy， No.3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Yunnan Cancer 

Hospital 

2.. Département de Radiothérapie， Institut de Cancérologie de la Loire - Lucien Neuwirth， St Priest en Jarez， 

42270， France. 

 

BACKGROUND  To compare the dosimetric parameters of hVMAT with 3DCRT and VMAT 
during normally fractionated radiation of stage III lung cancer base on DVH. 
METHODS  16 patients having been treated for stage III lung cancer with hVMAT were replanned 
with 3DCRT and VMAT on TPS. Three techniques were compared regarding the dose 
distribution of PTV, OAR and MUs.  
RESULTS  HVMAT had a best HI, mean of HI is 8.19, 10.41 and 10.15 in hVMAT, 3DCRT and 
VMAT, P<0.05. The mean V5, V10 was 53.53%, 35.97% respectively in the h-VMAT, Compared 
with 3DCRT and VMAT, P<0.05. The mean V20 was 23.41%, lower than VMAT and 3DCRT.The 
MLD was 13.12Gy in h-VMAT, lower than VMAT(P>0.05), lower than 3DCRT(P<0.05). The mean 
MUs needed for h-VMAT, 3DCRT and VMAT were 451, 282, 600.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3DCRT and VMAT, hVMAT has not only been showed better 
PTV coverage, but also further reduced V5, V10, V20 and MLD of lung. Therefore HVMAT would 
be a good alternative for stage III lung cancer. 
 
 
PR-018 

胸部放疗和不同剂量对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预后的影响 

 
徐利明 赵路军 王平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最近随机临床试验结果表明，化疗+胸部放疗（TRT）可降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ES-

SCLC）降低复发率，提高总生存率，但研究较少。对于 TRT 剂量对其预后的研究更少。本研究旨

在进一步评价放疗和不同剂量对 ES-SCLC 预后的影响。 

方法  324 例 ES-SCLC 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有 185 例接受大分割放疗（30-48Gy/3Gy/10-15f，

N=40，BED=33.6-53.7Gy）或常规分割放疗（50-60Gy/1.8-2.1Gy/25-30f，N =148，BED=46.0-

55.1 Gy）+化疗，而 136 例只接受化疗。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Logrank 法对性别、年

龄、卡氏评分、吸烟、体重减轻、远处转移、脑转移等临床因素和化疗周期数目、是否放疗等治疗

因素进行单因素预后分析，Cox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  共有 253 名男性和 71 名女性纳入分析。年龄从 18 到 85 岁之间，平均年龄 59 岁。163 的

CHT / TRT 组 185 例放化疗患者中有 163 例（88.1％）而单独化疗组 136 例中有 117 例

（86.0％）完成 4 个周期化疗。中位随访时间为 35.5 个月（3.4-69.2 个月）。对于整组病例，中

位生存期为 11.3 个月，2 年总生存率（OS）为 19.7％。放化疗组与单化疗组中位生存期合 2 年生

存率分别为 13.2 个月和 28.0％，与 11.1 个月合 8.5％（P = 0.000）。Cox 回归分析表明，较高的

放疗剂量是改善 OS 的独立因素（RR 0.944；范围 0.919-0.970；P = 0.000）。在接受胸部放疗等

效生物剂量（BED）>50Gy，2 年 OS 为 25.2％；而 BED≤50Gy 2 年 OS 为 9.5％（P=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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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放疗+化疗改善了 ES-SCLC 患者的预后。接受高剂量胸部放疗可提高患者的生存，但合适的

胸部放疗剂量需要进一步研究。 

 
 
PR-019 

纵隔淋巴结包膜外软组织受侵对 IIIA-N2 期非小细胞肺癌术后放

疗效果的预测作用 

 
张宝忠 袁智勇 赵路军 庞青松 王平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 300060 

 

目的  在 IIIA-N2 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综合治疗中，术后放疗（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PORT）

的作用仍存在争议。IIIA-N2 期非小细胞肺癌在临床、病理因素方面的多样性，导致术后放疗疗效

不尽如人意；术后放疗的选择缺乏具有指导意义的预测因素。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验证

―淋巴结包膜外软组织受侵（Extracapsular extension， ECE）‖是否对 IIIA-N2 期非小细胞肺癌术

后放疗的选择具有指导意义。 

方法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 220 例经手术治疗的 IIIA-N2 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220 例患者均接受了术

后化疗，其中 43 例接受了术后放疗；按照包膜外软组织阳性（ECE+）和包膜外软组织阴性

（ECE-）分成两组，然后再分别将两组分成―术后单纯化疗亚组（non-PORT）‖和―术后同步放化疗

（PORT）‖亚组。采用单因素 Kaplan-Meier 方法比较组间、组内亚组间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总生存（Overal 

survival，OS）情况的差异。 

结果  K-M 分析显示，ECE+组与 ECE-组相比，PFS 和 OS 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表明 ECE 是 IIIA-

N2 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独立预后因素；而在 ECE+组内，PORT 亚组和 non-PORT 亚组之间 PFS 和

OS 均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在 ECE-组内，PORT 亚组 PFS 明显优于 non-PORT 亚组，而两亚组

OS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结论 ―包膜外软组织受侵（ECE）‖是 IIIA-N2 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独立预后因素； ECE-患者接受术

后放疗后在 PFS 的获益明显优于 ECE+患者，ECE 可以作为 IIIA-N2 期非小细胞肺癌术后放疗选择

的预测因素。 

 
 
PR-020 

薏苡仁提取物对肺腺癌放射増敏作用研究 

 
李龙婕 邓晓琴 邹杨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6011 

 

目的 观察薏苡仁提取物联合放疗治疗局部晚期肺腺癌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择 2 例经病理证实的无法手术的晚期肺腺癌患者，完善基因检测提示均不适合靶向药物治

疗，行胸部放疗，DT：66Gy/33F，放疗同时给予薏苡仁提取物治疗，具体剂量：薏苡仁提取物注

射液 200ml 每日一次静点，连续 21 天，间隔 3 天后给予下疗程，共完成薏苡仁提取物治疗 2 疗

程。通过目标基因捕获测序技术分别检测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血浆循环肿瘤 DNA 含量和肿瘤驱动

基因变异情况。 

结果 1 例患者治疗后血浆循环肿瘤 DNA 明显减少，而另 1 例却无明显变化。病例 1（郭**，女，

57 岁）血浆游离肿瘤 DNA 含量由 25.65mg /mL 下降至 2.2mg /mL；病例 2（张**，女，61 岁）血

浆游离肿瘤 DNA 无明显变化，含量由 14.7mg /mL 变化至 1 3.3mg /mL。 

结论 薏苡仁提取物仅对部分患者具有放射増敏作用，推测因为患者的基因分型不同导致了薏苡仁

提取物对病理类型相同患者治疗效果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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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21 

三维适形放疗后程联合恩度治疗老年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临床观察 

 
林宇 安志玲 张继红 郁志龙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放疗科 010050 

 

目的 观察三维适形放疗(3D-CRT) 后程联合恩度治疗老年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近期疗效和

治疗副反应。 

方法 将我科收治的 60 例老年局部晚期 NSCLC 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后程组(30 例):采用 3D-CRT 后

程联合恩度治疗,从适形放疗 PTV 剂量达到 40Gy 开始,直至放疗结束,每次放疗前 30min 给予恩度

15mg 静脉滴注;单纯组(30 例):采用单独 3D-CRT。以 WHO 的 RECIST 标准进行疗效评价,分别比

较治疗结束后 3 个月的治疗有效率和毒副反应及 12 个月时的治疗有效率。 

结果 后程组和单纯组治疗后 3 个月的临床受益率(CR+PR+SD)分别为 96.7%和 86.7%，

P=0.350；总有效率(CR+PR)分别为 73.3%和 60.0%，P=0.412 ；两组的 1 年临床受益率分别为

86.7%和 73.3%，P=0.333；两组常见的毒副反应相近，P>0.05,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两组 1 年的总有效率，后程组为 83.3%优于单纯放疗组的 56.7%，P=0.0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恩度联合 3D-CRT 治疗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与单纯 3D-CRT 治疗比较，提高了 1 年总有效

率,两组毒副反应相近，后程组未增加治疗相关副反应。 

 
 
PR-022 

200 例肺部肿瘤 SBRT 的经验和疗效 

 
陈明 董百强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目的  评价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BRT）肺部肿瘤的安全性及临床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9 月在本院经 SBRT 治疗的 200 例胸部肿瘤患者，其中

早期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 118 例，肺孤立转移 82 例，中位年龄 67 岁（35-88 岁），80%等剂量线

作为处方剂量覆盖 95%PTV，100%等剂量线覆盖 100% IGTV，每次照射剂量 4.0-18.0Gy，每天

或隔天 1 次，中位照射次数 5 次（2-16）次，生物等效剂量 40.0-151.2Gy（中位 100Gy）。 

结果  所有患者均完成治疗，随访率 96.0%。原发组完全缓解率 14.8%（17/115），部分缓解率

65.2%（75/115），总有效率为 78.0%。继发组完全缓解率 24.7%（19/77），部分缓解率 37.7%

（29/77），总有效率为 62.3%，I、II、III 级急性放射性肺炎发生率分别为 6.77%、4.69%、

3.12%，未出现 4 度及以上放射性毒副反应。中位随访 14.9 个月（1.2-47.3），1、2 年原发和继

发肺癌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95.7%、84.3%以 92.0%、72.8%，1 年和 2 年原发和继发肺癌的总生存

率分别为 94.5%、92.0%和 85.2%、61.9%。 

结论  SBRT 治疗早期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和肺孤立转移瘤的 1、2 年肿瘤局部控制率、总生存率较

高，并发症低，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 

 
 
PR-023 

高原藏族人群肺癌放疗所致放射性肺损伤敏感性分析 

 
张宽 

青海红十字医院 810000 

 

目的 探讨高原藏族人群肺癌放疗所致放射性肺损伤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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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12-04 至 2016-02 经病理学或细胞学证实的 NSCLC 共 262 例，其中世居海拔 3 000 米以

上高原藏族人群 138 例，非世居高原藏族人群或非藏族人群共计 124 例，所有患者行 IMRT±化

疗，且放疗后 CT 随访＞6 个月。针对出现≥2 级放射性肺损伤患者，分别对民族，年龄，性别，临

床分期，是否联合应用化疗及有无吸烟史等因素进行单因素相关性检测。并根据其民族成份分为世

居高原藏族人群及非世居高原藏族人群两组，分别检测性别，吸烟史，有无同期化疗及不同放射剂

量与其放射性肺损伤发生率之间的相关性。采用 SPSS 10.0 统计软件，放疗剂量体积参数采用联

列表 Person x 检验，其它因素采用四格表 Fisher 精确概率计算法，各剂量体积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 Person 相关性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计算，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262 例 NSCLC 患者中民族成份（p=0.0397），性别（p=0.0006），卡氏评分（p=0.0262）

及有无吸烟史（p=0.0142）等因素均与发生放疗所致放射性肺损伤呈显著相关性。进一步分析显

示，仅吸烟史一项（p=0.0133）与人口组成呈显著相关性，不同人群辐射剂量与放射性肺损伤发

生率之间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 世居高原藏族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人群对于放射治疗更易发生放射性肺损伤。 

 
 
PR-024 

局限期小细胞肺癌再程放疗的可行性及临床疗效 

 
陈扬 徐利明 王优优 袁智勇 庞青松 赵路军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探讨局限期小细胞肺癌(LS-SCLC)放疗后局部区域复发行再程放疗的可行性、临床疗效，并

分析影响患者生存预后的各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收治的 LS-SCLC 放疗后局部区域复发患者 74

例，其中 23 例患者行再程放疗，51 例患者未行再程放疗。23 例行再程放疗患者中 16 例再程放疗

方式为 IMRT，7 例为 SBRT。首程放疗与再程放疗的中位间隔是 8.9 个月，范围为 5.4-46.2 个

月；首程放疗的中位剂量为 60Gy/30f，范围 45-61.5Gy；再程放疗的中位剂量为 50Gy/25f，范围

20-60Gy。Kaplan-Meier 法计算 OS 和复发后生存时间，Logrank 法检测差异，Cox 模型多因素预

后分析。 

结果：多因素分析显示纵隔淋巴结受侵（P=0.008）、复发间隔时间在 1 年以上（P=0.000）、再

程放疗（P=0.000）是影响患者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素。行再程放疗患者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37.6

个月，1、2 年生存率分别为 65.2%和 21.7%（P=0.00），未行再程放疗患者分别为 17.2 个月、

35.3%和 10.4%（P=0.00）；对 16 例再程采用 IMRT 的患者进行分析发现，年龄大于 65 岁

(P=0.031)、首程放疗后出现远处转移(P=0.000)、复发间隔时间在 1 年以上(P=0.015)、再程放疗

后近期疗效（P=0.048）是影响患者总生存（OS）的因素。首程放疗后出现远处转移(P=0.005)、

再程放疗等效生物剂量（BED）大于 70Gy(P=0.027)是影响患者复发后生存时间的因素。治疗引起

的毒性包括≥2 级放射性肺炎占 17.4%，≥2 级放射性食管炎占 13%，≥2 级骨髓抑制占 13%。 

结论  肺癌放疗后复发再程放疗仍是有效的治疗手段，并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不良反应可耐受，

小部分患者可能长期生存，对于一般情况好，复发间隔时间超过 1 年，并且没有发生远处转移的非

老年患者应争取再程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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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25 

姑息性放疗治疗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临床价值分析 

 
王秋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110023 

 

目的  回顾性分析姑息性放疗治疗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行姑息性放疗的 282 例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资

料，所有患者均不能耐受或不愿接受化疗，治疗给予胸部原发灶及较大转移灶姑息性放疗，分次剂

量 2-3Gy/次，总剂量 50-64Gy/25-32 次。 

结果  282 例 NSCLC 患者中位年龄 67 岁，总有效率为 99.3%，1、2 年生存率和中位生存时间分

别为 76.1%、30.5%和 17.3 个月。行姑息性放疗后 96.1%的患者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主要

症状缓解率：气短 80.8%、咳嗽 76.1%，咯血 78.1%，胸痛 49.1%，呼吸困难 61.9%，颜面部水

肿 84.6%，不良反应主要为Ⅰ～Ⅱ级血液学毒性，无Ⅳ级毒性反应发生；无放疗相关死亡病例。 

结论  姑息性放疗对于不能耐受或不愿化疗的中晚期 NSCLC 患者能够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且副反应轻，易耐受。 

 
 
PR-026 

胸部肿瘤放疗时甲状腺辐射剂量的研究 

 
郑敏

1
 何玲

1
 王捷

1
 范羽

1
 许敬辉

1
 吴骏翔

1
 王先良

1
 马家宝

1
 

1.四川省肿瘤医院 

2.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目的 探讨距离甲状腺不同距离和不同体积大小胸部肿瘤放疗时甲状腺所受到的辐射剂量； 

方法 用中国人仿真人体模型模拟出距离甲状腺下缘不同距离的胸部肿瘤（肺癌、食管癌），给予

GTV 处方剂量 2Gy/f，分别行 2D、3D-CRT、VMAT、IMRT 四种技术放疗，放疗前将热释光原件

贴于甲状腺右侧上极 A1 点、右侧下极 A2 点、左侧上极 B1 点、左侧下极 B2 点、峡部中间 C 点五

个体表标记点测量其入射剂量。 

结果 对于甲状腺下缘到达照射野上缘距离 5cm 时，在仿真体模上甲状腺峡部 C 点离靶区距离最

近，皮肤入射剂量较其他四点最高，C 点剂量最高达 13.709cGy。模拟食管癌分别长 9cm、

11cm、14cm 的靶区放疗，其中 11cm 长的靶区甲状腺 5 个测量点皮肤入射剂量均高于其他两个靶

区，与 

3D-CRT、VMAT 技术放疗相比，IMRT 放疗食管癌甲状腺入射剂量更高。而模拟肺癌（d=3cm）

位置在左侧靠后胸壁、左侧靠前胸壁、右侧靠前胸壁 3 个相同平面不同位置的靶区放疗，其甲状腺

的入射剂量没有区别，C 点均在 3cGy。 

结论 1. 胸部肿瘤放疗时，甲状腺将受到一定的散射剂量；2. 照射野上界距离甲状腺越近，甲状腺

受辐照剂量越高；3.相同平面不同位置的靶区放疗，辐射剂量差别不大。建议胸部肿瘤放疗时甲状

腺尽可能遮挡或远离放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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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27 

Individual isotoxic radiation dose escalation based on 

V20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benefit unresectable 

stage Ⅲ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with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long term follow-up 

 
Liu Ming

1,2
,Wang Zhongtang

2
,Li Baosheng

2
 

1.School of Medicine and Life Sciences， Jinan University-Shan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Jinan， 

Shandong 

2.Departments of Radiation Oncology， 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Shan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Jinan， Shandong 

 

OBJECTIVES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highest therapeutic ratio could be achieved by 
increasing the total tumor dose (TTD) without exceeding the tolerance limits of surrounding 
normal tissues, this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 was conducted in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stage III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treated with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CRT). 
We sought to determin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s of individualized isotoxic dose escalation based 
on bilateral lung V20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METHODS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stage III NSCLC were entered in cohorts of 
eight from March 2006 to May 2009. Patients were assigned to receive concurrent administration 
of late course accelerated hyperfrationation (LCAHF)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and chemotherapy. Isotoxic dose escalation was based on the corresponding V20. PET-CT was 
used to delineate the gross tumor volume. 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 lung perfusion was applied to define different functional lung regions, which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IMRT plans. Patients with a V20 of 27% as a base level were enrolled into the first 
cohort. From the second cohort, the V20 further increased to 30%, 33%, 35%, 37%, and so on. 
The criteria for cessation of dose escalation was defined as 25% of patients or more in the cohort 
experienced dose limiting toxicity. To test the power of escalation dose, patients with TTD 
over 66Gy would be assigned to the higher dose group (HD), while the other patients to the 
standard dose one (SD). 
RESULTS  Forty patients were enrolled. Nineteen patients entered SD group, while twenty-one in 
HD. The maximum tolerated value of V20 was 37% in this study, thus the recommended value 
was 35%. The overall response rate was as high as 80%. Follow-up for all patients ranged from 1 
to 112 months with survival patients from 99 to 112 months. The median overall and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s were 25.0 and 13.0 months, respectively. 1-, 3-, 5- and 8-year overall survival (OS) 

rates were 72.5%, 22.5%, 17.5%, and 10.0%, respectively. Patients with stage Ⅲa achieved a 

longer median OS than those of stage Ⅲb (31 vs. 21 months, P=0.029). Especially, the OS and 

local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of patients in HD group were longer than those in SD group (27 vs. 
16 months, P = 0.053; 24 vs. 12 months, P = 0.007) without increasing severe toxicity. 
CONCLUSIONS The protocol i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In the future, the radiation dose escalation 

for unresectable stage Ⅲ NSCLC treated with CCRT should be focused on toxicity control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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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28 

螺旋断层放疗系统大分割多病灶同时治疗肝细胞癌肺转移致症状

性放射性肺炎的预测因子 

 
林根来 曾昭冲 肖寒 孙太伟 刘进 何健 郭根武 陈刚 稽卫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00052 

 

目的 考察预测利用螺旋断层放疗（HT）大分割多病灶同时放疗肝细胞癌肺转移出现症状性放射性

肺炎（SRP）的临床和剂量学参数。 

方法 2011 年－2015 年随访资料完整的 62 例肝细胞癌肺转移患者，共 407 个肺部病灶采用 HT 进

行姑息治疗。中位照射剂量为 49.7Gy，中位分割大小为 4.0Gy/F。≥2 级（CTACE4.0）的放射性

肺炎定义为 SRP。临床参数选择年龄、性别、ECOG 评分、肺功能、放疗前的治疗、肺转移灶数

目、伴随疾病和肝移植等。剂量学参数选择 GTV、PTV、平均肺剂量（MLD）、总肺容积

（TLV）、VBED3-50.考察诸项临床及剂量学参数与 SRP 发生率之间的关系。为了统一不同分割

的治疗方案，每例患者剂量和肺炎的关系均在生物等效剂量（BED）的基础上进行分析。 

结果 SRP 发生率为 24.2％（15 例）。单因素分析显示，GTV、PTV、MLD、肺内转移灶数目，

以及正常肺组织的 VBED3-VBED50 均与 SRP 发生有关。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仅 VBED20 和肺内

转移灶数目是两个显著性参数（两者 P<0.001）。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显示 VBED20 的

最佳临界值（cut off 值）为 30.4 ％，灵敏度为 0.800 特异性为 0.830。肺内转移灶数目的最佳临界

值（cut off 值）为 5，灵敏度为 0.867，特异性为 0.638。我们再分别选取 VBED3∽VBED50 分别

对应的最佳 cut off 值，通过连接这些临界值，我们获得一条正常肺组织的耐受曲线。 

结论 螺旋断层放疗大分割多病灶同时治疗肝细胞癌肺转移没有增加 SRP 的发生率。可用肺转移灶

数目小于 5 和 VBED20 小于 30.4％控制此类患者 SRP 风险。研究提出的正常肺组织耐受曲线对于

肝细胞癌肺转移接受 HT 大分割多靶点同时治疗的患者可能是一个优化治疗方案的指导。 

 
 
PR-029 

小细胞肺癌早期放疗疗效就好吗？ 

 
王春波 贺云龙 庄明 鄂明艳 

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 150081 

 

目的  小细胞肺癌（SCLC）的放化综合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方法，放化同步是最佳的治疗方

案，但是对患者的体力评分要求较高，大部分患者采用的依然是序贯的治疗方式。在序贯治疗中，

多数文献支持早期加入放射治疗疗效较好，但放疗的最佳加入时机目前仍存在争议。本研究通过

DNA 损伤修复基因 DNA-PKcs 的 SNP 位点 rs12334811 基因型与 SCLC 的 PFS 的关联研究探讨

放射治疗加入综合治疗的时机，为放化疗的治疗顺序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选择 2010 年 3 月至 2013 年 3 月住院治疗的 85 例小细胞肺癌患者，治疗方式为放化综合治

疗，一线治疗方案为：化疗方案为 EP 或 EC 方案，每三周重复，共 4~6 周期，放射治疗为三维适

形放射治疗，常规分割，总剂量 50~60Gy/27~32 次/37~45 天。治疗前留取空腹静脉血 5ml，提取

DNA 进行基因分型，再与患者的中位 PFS 进行关联分析。 

结果  全部患者男女比例 57:28，中位年龄 58 岁（23 岁~76 岁），局限期 55 例，广泛期 30 例。

早放疗组（化疗 1~2 周期开始放疗）25 例，晚放疗组（化疗 3 周期后开始放疗）60 例，两组间年

龄和分期及基因型分布无统计学差异。早放疗组的中位 PFS 14 个月，晚放疗组的中位 PFS 9 个

月，p=0.003。rs12334811 基因型 AA 纯合型仅 1 例，AG 杂合型 16 例，GG 纯合型 60 例。不同

基因型的中位 PFS 为 AG 基因型 9 个月，GG 基因型 12 个月，AA 纯合型仅 1 例，故不参加分

析，不同基因型的中位 PFS 无统计学差异，p=0.313，但是 GG 基因型患者中位 PFS 略优于 AG

基因型。按早放疗和晚放疗进行分层分析，显示早放疗组 GG 纯合基因型患者中位 PFS 大于 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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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AG 基因型患者中位 PFS 仅 11 个月，晚放疗组两个基因型患者的中位 PFS 无差别，分别为 9

个月和 10 个月。以基因型进行分层分析，AG 基因型患者早放疗与晚放疗无明显差异，中位 PFS

分别为 11 个月和 9 个月，GG 基因型患者早放疗者中位 PFS 大于 20 个月，晚放疗者中位 PFS 仅

10 个月。 

结论  AG 基因型患者早期放疗并未显示出生存优势，而 GG 基因型患者早期放疗具有明显的生存

优势，因此 DNA-PKcs 基因的 rs12334811 位点不同基因型检测可能会指导小细胞肺癌综合治疗中

放射治疗的加入时机，从而指导临床实践。 

 
 
PR-030 

125 I 放射性粒子植入联合放化疗治疗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疗

效观察 

 
孙颖 王宁 郭占文 阎英 

沈阳军区总医院放射治疗科 110015 

 

目的  回顾性分析 125 I 放射性粒子植入联合放化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82 例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32 例行 125 I 放射性粒子植入联

合放化疗治疗，对照组 50 例行放化疗治疗。两组患者外照射放疗均采用螺旋断层放疗，化疗方案

采用 PC/TP 方案。观察有效率（RR）、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时间（OS）及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 

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 RR 分别为 87.5%和 76%，中位 PFS 分别为 16 个月和 11 个月

(X2=5.216,P=0.022), 中位 0S 分别为 26 个月和 19 个月（X2=1.085,P=0.298），不良反应发生率

实验组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125 I 放射性粒子植入联合外放疗、化疗是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值得

进一步研究和推广。 

 
 
PR-031 

阿帕替尼治疗小细胞肺癌致高血压危象一例 

 
陈淑兰 

江西省肿瘤医院 330000 

 

  患者右肺小细胞肺癌广泛期，不具有手术指征，IP 方案全身化疗 2 周期后评估病情稳定。治疗 5

个周期后，患者体力状况不佳，拒绝继续行静脉化疗。10 月 12 日开始口服依托泊苷 75mg 每日两

次全身化疗。2015 年 12 月复查胸部 CT 提示肿瘤进展。行 2 周期紫杉醇脂质体 270mg 单药化

疗，肿瘤进展。2016 年 2 月 26 日开始口服阿帕替尼 250mg bid 方案治疗，口服一周后出现手足

综合征，皮疹，肛周溃疡，阿帕替尼减量为 250mg qd，根据副反应调整剂量在 250mg 至 500mg

之间波动，4 月 25 日复查 CT 提示肿瘤较前缓解。患者 5 月 19 日出现高血压危象，血压达

200/145mmHg，神志不清，意识模糊，嗜睡，瞳孔对光反应存在，予以硝普钠泵入控制血压，脱

水降颅压处理后，患者生命体征恢复平稳，血压维持在 140/80mmHg 水平。患者出现高血压危象

后，未再口服阿帕替尼。6 月 22 日复查胸部 CT，肺部病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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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32 

Thoracic Hyperfractionated Accelerated Radiotherapy 

Increased Risk for Brain Metastases after Prophylactic 

Cranial Irradiation in Small Cell Lung Cancer 
 

Zeng Haiyan
1,3

,Li Rui
2
,Zhu Hui

3,4
,Xie Peng

3,4
,Meng Xue

3,4
,Yuan Shuanghu

3,4
,Fan Bingjie

3,4
,Sun Xindong

3,4
,Li 

Wanlong
3,4

,Yu Jinming
3,4

 
1.University of Jinan-Shan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2.Sichuan Cancer Hospital 
3.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4.Shan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Purpose  To compare the risk of brain metastases (BM) for patients with small-cell lung cancer 
(SCLC) treated with thoracic hyperfractionated accelerated radiotherapy (HART) or conventional 
once-daily radiotherapy (QDRT). 
Patients and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records of patients who had received 
thoracic HART or QDRT in addition to chemotherapy and PCI in two capital cancer institutions of 
China. The primary endpoint was brain metastases-free survival (BMFS), the secondary 
endpoints were overall survival (OS), local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LRFS),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and extracranial disease-free survival (ECDFS).  
Results  Between 2003 and 2014, a total of 348 eligible patients were analyzed. Ninety (25.9%) 
patients received thoracic HART and 258 received QDRT. All patients received chemotherapy 
with 4-6 cycles of etopside-platine based regimen. PCI was delivered during or after 
chemoradiotherapy. At a median follow-up time of 33 months, 69 (19.8%) patients had 
experienced BM (28 [31.1%] in the HART group and 41 [15.9%] in the QDRT group). At 3 years, 
BMFS was 58% in the HART group and 83% in the QDRT group (hazard ratio [HR] = 2.20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 1.360 – 3.562; p = 0.001). The rate of OS was 50% in the HART group 
and 57% in the QDRT group (HR = 1.146 ; 95%CI, 0.843 – 1.557; p =0.384). The rate of LRFS 
was 51% in the HART group and 56% in the QDRT group (p = 0.854), the rate of DFS was 27% 
versus 37% (p = 0.187) and ECDFS was 33% versus 40% (p = 0.549). Acute adverse effect (AE) 
was more frequently and heavier in the HART group.  
Conclusion  In patients with SCLC who had underwent chemoradiotherpy followed by PCI, 
thoracic HART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ly higher BM rate and toxicity. The difference of OS, DFS, 
ECDFS and local control (LC) between HART group and QDRT group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this phenomenon requires additional investigation. Large 
scale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re needed to confirm our findings.  
 
 
 
PR-033 

18F-FMISO+PET/CT 乏氧显像指导非小细胞肺癌调强放射治疗剂

量学研究 

 
李国文 李红飞 徐丹丹 阮翘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通过研究乏氧显像指导非小细胞肺癌调强放射治疗的剂量学变化，评价给予肿瘤乏氧区同步

加量放疗的可行性。 

方法  从 2014 年至 2015 年我院做过 PET/CT 乏氧显像的患者中选取 5 名乏氧体积较大的非小细胞

肺癌患者，均符合以下要求：病理诊断明确，分期Ⅲa 或Ⅲb，放疗前均行 FDG PET/CT 和 FMISO 

PET/CT 显像检查。将 FDG PET/CT 与定位 CT 进行图像融合，勾画肿瘤靶区体积（gross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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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GTV）；将 FMISO PET/CT 图像与定位 CT 图像进行融合，然后采用阈值勾画法自动勾

画肿瘤内 TMR（tumor muscle ratio）≥1.3 的区域为乏氧靶区，定义为乏氧生物靶区（Biological 

Target Volume，BTV）。原放疗靶区给予 60Gy/30F，乏氧靶区 BTV 分别给予 72Gy、78Gy、

84Gy，设计放疗计划参考 RTOG0066 的剂量学要求。通过配对 t 检验比较不同加量放疗计划与常

规放疗计划的靶区和正常危及器官组织的剂量学差异。 

结果  应用 IMRT 同步加量技术，将 NSCLC 乏氧区 BTV 的剂量分别增加至 72Gy、78Gy、84Gy，

原放疗靶区的剂量分布与常规放疗计划相比，无明显差异；胸部正常组织包括肺、心脏、食管和脊

髓等基本满足剂量学限制，且与常规放疗计划比较未见明显差异。 

结论  应用 18F-FMISO PET/CT 指导非小细胞肺癌乏氧区同步加量至 72Gy、78Gy、84Gy 进行放

射治疗，在剂量学上是可行的。 

 
 
PR-034 

Impact of the movement frequency on GTV for the moving 

tumor based on 3D and 4DCT scans 
 

Shang Dongping,Yin Yong 
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250117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movement frequency on the gross tumor volume(GTV) based 
on the 3D and 4D CT scanning for the moving tumor.  
Methods  Eight moving body phantoms with different shapes and volumes simulated the lung 
neoplasms. The movement frequency was set to be 10 times per minute, 15 times per minute 
and 20 times per minute. The 3D and 4D scanning were performed on the body phantom with the 
different frequency sequentially. GTV3D (GTV3D-10, GTV3D-15, GTV3D-20) and IGTV4D (IGTV4D-10, 
IGTV4D-15, IGTV4D-20) were created from the six sets of images gained by 3D and 4D scanning 
modes. The target volumes and centroidal positions of GTV3D-10, GTV3D-15, GTV3D-20 were 
compared, and so do it for the IGTV4D-10, IGTV4D-15, IGTV4D-20.  
Results   The volumes of GTV3D-10, GTV3D-15, GTV3D-20 were 12.41±14.26 cm

3
, 10.38±11.18 cm

3
 

12.50±15.23 cm
3
, respectively. The centroidal position in X axis were -8.16±96.21, -8.57±96.08,-

8.56±95.73, in Y axis were 108.22±25.03, 110.41±22.47, 109.04±24.24 and in z axis were 
65.19±13.68, 65.43±13.40, 65.38±13.17(P=0.902),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volumes and the centroidal position in X axis and Z axis directions (PV =0.687, 
PX=0.968, PZ=0.902). But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in Y axis direction (PY =0.028). The 
volume and the centroidal position of IGTV4D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V =0.417, PX =0.325, PY=0.525 PZ=0.093).  
Conclusions  There was no impact on the IGTV4D of the moving tumor with different respiratory 
frequency. The centroidal position in Y axis direction for GTV3D was severely affected by the 
respiratory frequency. But the volumes and the centroidal positions in X and Z axis directions 
were not af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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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35 

不同的 EGFR 突变状态下，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的影像学特征 

 
程妍 傅小龙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200030 

 

目的  在许多非小细胞肺癌合并脑转移的患者中，我们发现不论从原发灶，还是转移灶均不能明确

其 EGFR 突变状态，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分析脑转移病灶的 MRI 特征来确定 EGFR 的突变状

态，并且进一步指导 EGFR-TKI 靶向药物的临床应用。  

方法  我们收集了 2014 年 6 月到 2015 年 5 月在本院首次确诊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并且经 MRI

检查明确伴有脑转移。通过 MRI 检查结果来分析脑转移病灶的不同特征，包括：转移灶数目、转

移灶大小以及相关的周围脑水肿的大小等。而 EGFR 突变状态的结果是通过支气管镜活检、经皮

肺穿刺活检或是转移性颈部淋巴结活检明确。  

结果  本研究共收集了 156 例患者，其中 41 例表现为 19 外显子缺失突变，48 例是 21 外显子 

L858R 错义突变，而 67 例是 EGFR 野生型。结果显示，在 19 外显子缺失突变和 21 外显子 

L858R 错义突变的患者中，脑转移病灶的转移相关周围脑水肿的大小均明显小于 EGFR 野生型患

者(P = 0.002， P = 0.010)。与 EGFR 野生型患者不同，21 外显子 L858R 错义突变的患者更多的

表现为多发的脑转移病灶(P = 0.020)。而关于脑转移病灶的大小，19 外显子缺失突变组和 21 外显

子 L858R 错义突变组均表现出小于 EGFR 野生组的趋势，虽然结果没有达到统计学差异(P = 

0.077，P = 0.051)。 

结论  合并有 EGFR 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相较于 EGFR 野生型，其脑转移病灶具有一定的

MRI 特征，包括：较小的转移相关周围脑水肿和多发的转移病灶。同时，EGFR 突变患者的脑转移

更趋向于较小的病灶。我们需要积累更多的临床资料，运用影像组学对 EGFR 突变状态进行量化

分析指导临床实践。 

 
 
PR-036 

老年局限期小细胞肺癌诱导化疗后放疗时机的选择 

 
王优优 王鹏 陈扬 庞青松 袁智勇 赵路军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市肿瘤防治重点实验室 300060 

 

目的  探讨老年局限期小细胞肺癌在诱导化疗后放疗时机的选择。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2008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行根治性胸部放疗的 101 例

老年局限期小细胞肺癌（limited stage-small cell lung cancer， L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将诱

导化疗≤3 周期后行胸部放疗定义为早放疗，诱导化疗＞3 周期后行胸部放疗定义为晚放疗。

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Log-rank 法检验组间差异， Cox 多因素模型分析预后。 

结果  全组患者的总生存期（OS）为 19.7 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 12.9 个月。早放疗

组和晚放疗患者的中位 OS 分别为 21.1 个月和 17.3 个月（P=0.012），中位 PFS 分别为 13.9 个

月和 10.6 个月（P=0.003）。早放疗组 1、3、5 年的生存率分别为 84.9%、40.7%、24%，晚放

疗组 1、3、5 年的 OS 率分别为 71.1%、14.1%、0%，2 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早

放疗组 1、3、5 年的 PFS 率分别为 54.4%、29.6%、23.7%，晚放疗组 1、3、5 年的 PFS 率分别

为 39.6%、4.2%、0%，2 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２组不良反应主要为可耐受的放射

性食管炎、放射性肺炎及骨髓抑制，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亚组分析发现，诱导化疗后

有效的患者，早放疗组和晚放疗组的中位 OS 分别为 24.5 个月和 17.3 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8），中位 PFS 分别为 18.3 个月和 10.4 个月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9）；诱导化

疗后无效的患者，早放疗组和晚放疗组的中位 OS 分别为 15.1 个月和 16.5 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489），中位 PFS 分别为 11.0 个月和 10.6 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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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老年局限期小细胞肺癌诱导化疗后，特别是在诱导化疗有效的情况下，尽早加胸部放疗可使

患者生存获益，并且不良反应可耐受。 

 
 
PR-037 

大分割放疗对肺癌晚期患者生存率影响 

 
杨超 孙志华 易铁男 徐薇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研究大分割放疗模式与常规分割模式对肺癌晚期患者生存率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研究。收集 2008 年 9 月至 2013 年 9 月住院的所有肺癌晚期患者，分为常规分割模式

放疗组（20×2.5 Gy）和大分割模式放疗组（5×5 Gy）。使用生存分析法来比较不同放疗方案的生

存率。  

结果  132 位研究人群中，大分割模式放疗组为 46 位，常规分割模式放疗组为 86 位。研究人群的

平均观察时间为 29 周。 Kaplan-Meier 曲线示两种治疗方案间没有显著性差异（P=0.324），Cox

比例风险模式计算示，与常规分割模式放疗方案相比，大分割模式放疗生存率校对后的相对危险度

为 0.976（95%CI：0.882-1.234，P=0.421）。  

结论  大分割模式放疗与常规分割模式放在在肺癌晚期患者生存率间无显著性差异。肺癌晚期患者

可以考虑使用大分割模式放疗。 

 
 
PR-038 

肿瘤内缓释半抗原结合化药诱导免疫疗法±放疗治疗Ⅲ～Ⅳ肺癌

的临床疗效及生存期观察 

 
于保法

1,3,4
 井鹏

3
 高峰

1
 刘建

3
 张效民

2
 车业兵

2
 

1.北京保法肿瘤医院 

2.济南西城医院 

3.泰美宝法肿瘤医院 

4.美国新生命肿瘤中心 

 

目的 目前免疫治疗已经成为肿瘤治疗的热点趋势，单独免疫治疗效果并非令人满意，而免疫治疗

结合化疗或放疗成为一种新趋势，本研究观察影像引导经皮穿刺影像引导经皮穿刺超微创精准个体

化肿瘤内缓释半抗原结合化药诱导免疫疗法（UMIPIC）±放疗治疗Ⅲ～Ⅳ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的临床

疗效及生存期，探讨 UMIPIC 包裹免疫治疗±放疗治疗Ⅲ～Ⅳ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价值。 

方法 本研究选取 2007 年 7 月至 2012 年 6 月在我院治疗的Ⅲ～Ⅳ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201 例进行

研究，所有患者均经病理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其中 86 例患者（UMIPIC 组）接受 UMIPIC 疗法

治疗，即在单纯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将化疗药物+半抗原+氧化剂压力注射到肺部肿瘤内部，药物在

肿瘤内均匀弥散；115 例患者在接受 UMIPIC 治疗后，加用直线加速器放射治疗。采用 RECIST1.0

标准观察治疗效果，观察两组平均生存时间、中位生存时间、6 个月生存率、1 年生存率和 2 年生

存率。 

结果 UR 组完全缓解（CR）3 例，部分缓解（PR）38 例，稳定（SD）68 例，进展（PD）6 例，

有效率为 39.05%，临床受益率为 94.78%。U 组 CR2 例，PR4 例，SD78 例，PD2 例，有效率

6.98%，受益率为 97。67%，两组比较，UR 组有效率高于 U 组（p＜0.05），两组受益率无统计

学意义（p＞0.05）。UR 组平均生存时间 22.2±14.0 个月，中位生存时间 16 个月；U 组平均生存

时间为 22.8±13.4 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 20 个月，U 组中位生存时间高于 UR 组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UR 组 6 个月、1 年、2 年生存率分别为 97.4%、76.5%和 36.5%，U 组 6 个

月、1 年、2 年生存率分别为 95.3%、86.0%和 37.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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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UMIPIC 治疗加用放疗未能提高患者生存时间和生存率。 

 
 
PR-039 

18F-FDG-PET/CT 对比常规 CT 引导非小细胞肺癌放射治疗靶区与

危及器官勾画的 meta 分析 

 
张伟 陈思 王雪 褚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肿瘤科 430030 

 

目的  18F-FDG-PET/CT 在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与疾病监测中，已经显示出显著的优越性。但是，

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治疗上，18F-FDG-PET/CT 对比常规 CT 引导的放射治疗计划，仍存在许多

争议。因此，我们用 meta 分析的方法比较 18FDG-PET/CT 与常规 CT 在非小细胞肺癌放射治疗靶

区与危及器官勾画上的作用。 

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 数据库，收集 2015 年 10 月以前公开发表的 18F-FDG-

PET/CT 对比常规 CT 应用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放射治疗上的文献，按 meta 分析的要求和质量标

准对所有符合条件的文献进行筛选，并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比较两者的差异。 

结果  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共 12 篇，其中 9 篇研究放射治疗肿瘤靶区勾画，5 篇比较危及器官放射

剂量的差异。汇总的结果显示，18F-FDG-PET/CT 对比常规 CT，在放射治疗 GTV(MD -5.09；

95%CI -13.55，3.36； P=0.24)，及总肿瘤体积(MD -5.32；95%CI -13.76，3.12；P=0.22)方面无

明显差异；但在减少危及器官剂量 MLD(MD -2.07；95%CI -3.63，-0.52；P=0.009)，V20(MD -

4.62；95%CI -7.43，-1.80；P=0.001)，和 MED（MD -2.55；95%CI -5.13，0.02； P=0.05）上

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同时，18F-FDG-PET/CT 对于提高肿瘤组织放射治疗剂量(MD 13.78；95%CI 

6.47-21.10；p=0.0002)具有一定的帮助。 

结论  与常规 CT 放射治疗计划对比，18F-FDG-PET/CT 在肿瘤靶区勾画上并无明显优越性，但对

于减少危及器官的剂量，提高肿瘤组织的放射剂量，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PR-040 

Progress in the synergism of metformin and radiation 

therapy in treating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李婵
2
 黄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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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述梅

2
 金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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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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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吉进

2
 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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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卿莉

2
 罗婷

2
 陈瑶

2
 罗章镝

2
 谢可

1
 

1.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2.新津县人民医院 

 

Currently, the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from lung cancer manifests an increasing tren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accounts for 80-85% of total lung cancers and developing new, more 
effective treatment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RT (radiation therapy) has a potential role in all stages 
of NSCLC, as either definitive or palliative therapy. But the RT may lose their effectiveness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radiation resistance. We want to find the new drug to enhance 
radiosensitivity of NSCLC. Recent studies demonstrate that metformin, which has been utilized 
for treating diabetes mellitus for over fifty years, enhance radiosensitivity of NSCLC. The 
combined treatment with metformin and radiotherapy 
consistently activated the ATM-AMPK-p53/p21cip1 pathway and inhibited the Akt-mTOR-4EBP1 
pathway. In this review, we discuss the synergism and mechanism of them. Our goal is to 
demonstrate the feasibility of adjunct metformin for RT in treating NSCLC and to stimulate further 
study.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780 

 

PR-041 

小细胞肺癌术后基于淋巴结分期胸部放疗临床意义的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 

 
张树玲 韩琤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110004 

 

目的 临床局限早期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 SCLC）可接受手术切除，而基于术后不同

淋巴结分期给予的放射治疗（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PORT）缺乏前瞻性的临床研究，获益情

况并不十分清楚。本文 meta 分析系统评价 SCLC 术后不同淋巴结分期患者 PORT 的临床意义。  

方法  计算机检 Pubmed、OVID、web of SCI、EMBASE、Google Scholar、Cochrane Library、

CNKI 和万方数据库，同时辅以手工检索收集国内外公开发表的 SCLC 术后基于不同淋巴结分期接

受 PORT 与未接受 PORT 的前瞻性或回顾性队列研究。主要观察终点为 1、3、5 年生存率，以及

1、2、3 年局部区域复发率。以 RR 及 95%CI 作为效应量，采用 stata 1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检索纳入 5 项队列研究，其中 PORT 和未 PORT 组分别为 371 例和 972 例。全组（pN0-

N2）：PORT 可以显著降低 SCLC 术后患者的 1、2、3 年局部区域复发率（RR 分别为 0.14、

0.28、0.27，Pall < 0.05），但不能提高 1、3、5 年生存率。亚组分析显示，pN0 组：PORT 既不

能降低 1、2、3 年局部区域复发率，也不能改善 1、3、5 年生存率；pN1 组：PORT 可以降低 1、

2、3 年局部区域复发率（RR 分别为 0.11、0.16、0.17，Pall <0.05），同时提高了 1 年生存率

（RR = 1.15, P = 0.000），但未能提高 3 年和 5 年生存率；对于 pN2 组：PORT 可以明显降低

1、2、3 年局部区域复发率（RR 分别为 0.14、0.15、0.15，Pall <0.05），同时提高 1、3、5 年生

存率（RR 分别为 1.28、1.87、1.68，Pall <0.05）。 

结论  尽管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均为回顾性队列研究，但本研究是目前为止第一个关于 SCLC 术后不

同淋巴结分期放疗意义的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研究显示，对于临床局限早期 SCLC 手术切除术

后 pN2 分期的患者，术后放疗可显著降低局部区域复发率，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对于术后 pN0 期

患者未能从术后放疗中获益；而对于术后 pN1 期患者，术后放疗可降低局部区域复发率同时可提

高 1 年生存率，但能否提高远期生存尚不能确定，需要进一步前瞻性研究加以证实。    

 
 
PR-042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术后放疗与单纯放疗发生早期放射性肺炎

风险比较 

 
党军 李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放射性肺炎（RP）是肺癌放疗后的最主要的并发症之一。许多临床和物理因素被发现与 RP

相关，可用于 RP 的预测，但这些结论多来自于非手术的单纯放疗的肺癌患者。对于术后放疗的患

者，由于手术可能导致肺脏对放疗的耐受性减低，RP 发生的危险和预测因子可能会有所不同。本

研究拟分析比较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术后放疗（PORT）与单纯放疗发生早期放射性

肺炎风险及预测因子，并探讨其机制。 

方法  2009 年 10 月－2012 年 12 月共 433 例 NSCLC 患者接受三维适形放疗。其中，284 例单纯

放疗，149 例术后放疗（PORT）。RP 根据 CTCAE4.0 标准评价。 

结果  PORT 组的 2、3 级 RP 发生率分别为 50%、16%，而单纯放疗组分别为 38%、

9%(P<0.05)。 PORT 组的肺脏体积明显小于单纯放疗组(3181±915cm3 vs.4010 ±1120cm3，

P<0.05)。年龄、化疗、平均肺剂量（MLD）和计划靶区体积（PTV）为单纯放疗组和 PORT 组发

生 RP 相同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平均心脏剂量（MHD）仅为 PORT 组发生 RP 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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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1.28, P=0.003)。发生 RP 患者中，PORT 组的 V20、MLD、MHD 均明显低于单纯放疗组

（P<0.05）。 

结论  除 MHD 单独是 PORT 组发生 RP 的预测因子外，其它 RP 危险因素在 PORT 组和单纯放疗

组相同。PORT 组发生 RP 的风险高于单纯放疗组，可能与肺脏体积的减小以及术后肺组织对射线

的耐受性降低有关。 

 
 
PR-043 

不同治疗模式对放射性肺炎发生的影响 

 
刘锐锋 魏世鸿 罗宏涛 王小虎 

甘肃省肿瘤医院 730050 

 

目的  比较不同治疗模式下 2 级以上 RP 发生的差异，以及临床治疗特征对 RP 发生的影响，以期

为临床降低严重 RP 发生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方法  纳入在我科实施胸部放疗的肺癌患者，病理类型不限。患者采用三维适形或调强放疗，照射

剂量非小细胞肺癌 60-70Gy/30-35 次，小细胞肺癌 50-60Gy/25-30 次。入组患者化疗均为以铂类

为基础的两药联合化疗方案。放疗结束及放疗后 1、3、6 个月复查肺功能、胸部 CT，按照 RTOG

标准对肺损伤分级进行评价，随访终点为患者死亡。数据分析采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

理，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所有分析检验水准 α=0.05，以 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有 136 例患者入组，男 92 例, 女 44 例。年龄 28~ 78 岁, 

中位年龄 56 岁；小细胞癌 54 例，非小细胞癌 82 例；治疗模式方面，序贯放化疗 89 例，同步放

化疗 47 例。发生≥2 级射性肺炎 36 例，发生率为 26.5%。患者性别、年龄、KPS 评分、有无吸烟

史、肺癌病灶位置、肿瘤病理类型、疾病分期、放疗技术、联合靶向治疗、是否合并阻塞性肺炎及

肺不张等因素，与放射性肺炎发生无明显相关性，但粉尘密切接触患者 RP 发生率明显高于无粉尘

接触史者（72.7% vs. 22.4%，p=0.048）。治疗模式方面，序贯放化疗与同步放化疗比较，RP 发

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45）；≥3 级 RP 发生率两组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623）；

≥4 级 RP 发生率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化疗周期及模式对 RP 的影响方面，

RP 发生与未发生患者在总化疗周期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0），且总化疗周期数与 RP 严重

程度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 0.437，p= 0.000；RP 发生与未发生患者在诱导化疗周期方面也存

在统计学差异（p=0.000），且诱导化疗周期与 RP 的严重程度也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

0.397，P=0.000；RP 发生与未发生患者在辅助化疗周期方面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151），但

辅助化疗周期与 RP 严重程度也成正相关，相关系数 0.216，p= 0.012。 

结论  除粉尘接触史以外，肺癌患者 RP 发生与患者一般状况及临床特征之间无明显相关，但与患

者化疗周期数密切相关，不论是总化疗周期或诱导化疗周期。 

 
 
PR-044 

血液中炎性及细胞因子与放射性肺炎发生的相关性研究 

 
刘锐锋 魏世鸿 罗宏涛 王小虎 

甘肃省肿瘤医院 730050 

 

目的  通过评价肺癌患者放疗前、后血液中 TGF-β、IL-6、ACE、PCT、CRP 含量变化以及与放射

性肺炎发生的相关性，探讨预测放射性肺炎的炎性及细胞因子。 

方法  纳入在我科实施胸部放疗的肺癌患者，所有病例均经病理学或细胞学检查确诊, 病理类型不

限。预期生存期>6 个月, KPS 评分>60 分。入组患者于放疗开始第一天、放疗结束当天空腹状态下

由当班护士采集标本。应用 EDTA 防凝管采集血液标本 2～3ml，2h 内 4℃低温离心 1500 转/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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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取上清液分成两份并标明组别及治疗前后，-70℃冰柜冻存备用。检测细胞因子时室温下融化

后 2 h 内测量。TGF-β1 及 ACE 的测量均采在甘肃省肿瘤医院转化中心实验室进行，采用由上海源

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相关试剂盒，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进行。C 反应蛋白（CRP）结

果由我院检验科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IL-6 及降钙素原（PCT）检测在甘肃省肿瘤医院检验科实

验室进行：采用罗氏诊断试剂盒，应用电化学发光法，由检验科专业人员检测并记录数据。放疗结

束及放疗后 1、3、6 个月复查肺功能、胸部 CT，按照 RTOG 标准对肺损伤分级进行评价，随访终

点为患者死亡。数据分析采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2 级放射

性肺炎发生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和 Fisher‘s 精确概率法检验。所有分析检验水准 α=0.05，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有 136 例患者入组，男 92 例, 女 44 例。年龄 28~ 78 岁, 

中位年龄 56 岁。发生≥2 级射性肺炎 36 例，发生率为 26.5%，其中 3 级以上 21 例，4 级 6 例。放

疗前、后各细胞因子含量进行比较，TGF-β1、ACE、IL-6、CRP 放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 值分别为 0.011、0.05、0.00 和 0.03，PCT 放疗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0）。发

生 PR 与未发生 RP 比较，无论放疗前、放疗后，两组 TGF-β1、ACE、IL-6、PCT 及 CRP 含量均

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结果表明，放疗可以导致血液中细胞炎性因子含量变化，但并不能作为预测放射性发生的可

靠指标。 

 
 
PR-045 

贝伐单抗联合铂类治疗晚期肺腺癌疗效与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孙磊 李涛 杨家林 

四川省肿瘤医院 130041 

 

目的  评估贝伐单抗联合铂类治疗晚期肺腺癌的疗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检索 Pubmed、Elsevier sciencedirect、CENTRAL、CNKI、CBM、万方、维普等国内外重

要文献数据库,使用 Review Manager5.2 软件对贝伐单抗治疗晚期肺腺癌的总缓解率、无疾病进展

期、总生存期、不良反应、死亡率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1 篇文献,Meta 分析表明:1.高、低剂量贝伐单抗能显著提高铂类化疗治疗晚期肺腺癌

总缓解率(P<0.000 01),显著延长无疾病进展期(P<0.000 01);2.高剂量贝伐单抗能显著延长铂类化疗

治疗晚期肺腺癌总生存期(P<0.000 01),低剂量则不能改善总生存期;3.高、低剂量贝伐单抗均会增

加铂类化疗治疗晚期肺腺癌的不良反应发生率(P<0.05),且均不能降低死亡风险。 

结论  贝伐单抗联合铂类化疗能明显改善晚期肺腺癌的总缓解率、无疾病进展期及总生存期,但同时

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且不能降低死亡率。  

 
 
PR-046 

Assessment of prognostic scores of brain metastases from 

lung adenocarcinoma with EGFR mutations 
 

Li Hongwei 
Shanxi Cancer Hospital 030013 

 

Background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prognostic factors and evaluate the value of 
four prognostic scores including RPA, DS-GPA BS-BM, GGS for the EGFR mutant BM patients 
from lung adenocarcinoma treated with EGFR-TKI.  
Methods  Data of NSCLC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from August 2010 to June 2015 using 
the medical database of Shanxi Provincial Cancer Hospital. Patients with BM from 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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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nocarcinoma with mutant EGFR treated by EGFR-TKI or a combination of EGFR-TKI and 
WBRT were included. Potential prognostic factors were statistically examined. The C-index of 
each prognostic score was calculated.  
Results A total of 1063 BM patients with lung adenocarcinoma that had been identified with 
EGFR mutations were reviewed. A total of 104 patients that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BM were 
confirmed to have mutant EGFR in primary tumors. These patients received treatment with 
EGFR-TKI or EGFR-TKI with WBRT to BM. The potential predictive factors in multivariable 
analysis included KPS (70 vs.70-80 vs.90-100) and a number of brain metastatic lesions. In the 
log-rank test, the indexes of RPA, DS-GPA BS-BM, and GGS were all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OS. 
The C-indexes of each prognostic score were 0.79, 0.76, 0.77, and 0.74 in DS-GPA, RPA, GGS, 
and BS-BM,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indexes of RPA, DS-GPA BS-BM, GGS were applicable for assessing survival 
stratification in brain metastases from lung  adenocarcinoma with presumed EGFR mutations in 
our independent population. The DS-GPA appears to be the best predictive value. However, all 
four of the indexes could not evaluate the exact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in multivariable 
analysis. A prognostic index specific for this group of patients was needed for targeted lung 
cancer therapy. 
 
 
PR-047 

Timing of thoracic radi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extensive-stage small-cell lung cancer: important or not? 
 

Luo Jing,Xu Liming,Cao Yuanjie,Wang Yuwen,Pang Qingsong,Wang Jun,Yuan Zhiyong,Zhao Lujun,Wang Ping 
Tianjin cancer hospital 300060 

 

Purpose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extensive-stage small-cell lung 
cancer (ES-SCLC) that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iming of thoracic radiotherapy (TRT).  
Methods  ES-SCLC patients (n = 232) without progress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fter 
first-line induction chemotherapy. Patients in the TRT group were stratified as early-TRT (≤3 
cycles of induction chemotherapy received prior to TRT, n = 65) or late-TRT(>3 cycles, n = 122), 
and also as receiving concurrent or sequential chemoradiotherapy (CCRT and SCRT 
respectively). Overall survival (OS),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and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
free survival  (LRRFS) were assessed and compared.  
Results  Overall, the median survival time, PFS, and LRRFS were 13.2, 8.7, and 14.6 months, 
respectively, and each of these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in the TRT group than the non-TRT group 
(P< 0.001, all). However, between the early- and late-TRT groups these survival parameters were 
similar. The median survival time of the CCRT group (19.4 mo)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SCRT group (13.8 mo; P = 0.036). PFS and LRRFS tended to be longer in the CCRT 
group, but not significantly so.  
Conclusion For ES-SCLC patients without progression, TRT after first-line chemotherapy 
benefited survival greatly. Early TRT showed no significant benefit over late TRT. CCRT may 
prolong OS compared with SC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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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48 

对比脑转移 EGFR 阳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单独 TKI 和

TKI 联合脑部放疗的临床预后 

 
葛红 朱倩倩 

河南省肿瘤医院 450008 

 

目的  对于脑转移的 NSCLC 患者，单独 TKI 治疗还是 TKI 联合脑部放疗哪种方法更能使患者受益

尚无明确结论。本文比较两种治疗方法得出哪种治疗方式患者能获得更好的预后，从而指导临床治

疗。 

方法  从 2011 年 1 月到 2015 年 4 月我们共纳入了 196 个脑转移 EGFR 突变阳性的肺腺癌患者。

其中，共 63 名病人被排除。44 个病人由于在发现脑转移前使用 TKI 被排除，2 名因为没有完成放

疗计划，4 名 18，20 外显子或混合突变，还有 13 个因为失访被排除。剩余的 133 个病人，67 纳

入 TKI 联合放疗组（TKI+RT）,66 个纳入单独 TKI 组。主要研究终点为总生存率（OS），次要研

究终点为局部无进展生存率（LPFS）. 

结果 在单因素分析中，TKI+RT 组在中位 OS (22 vs 15 月, P=0.015)和 LPFS (16.0 vs 11.5 月, 

P=0.017)均优于单独 TKI 组。多因素分析中，两组的 OS 差异仍有统计学差异

(HR=1.888[1.150,3.100], P=0.012)。在 21 外显子亚组中，TKI+RTI 组比 TKI 组中位 OS(20.5 vs 

18.5 月, P=0.742)和中位 LPFS (14 vs 9.5 月, P=0.004)长。然而，在 19 外显子亚组中，两组的中

位 OS(20.5 vs 18.5months, P=0.742)中位 LPFS(16.0 vs 16.0 months, P=0.652)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结论 对于脑转移 EGFR 突变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来说，TKI+RT 治疗可能比单药 TKI 更能获

益。对于脑转移非小细胞肺癌 21 外显子突变患者，TKI+RTI 可能较单药 TKI 延长的了患者中位生

存率和颅内无病进展率。对于脑转移非小细胞肺癌 19 外显子突变患者，两种治疗方方法可能有相

似的预后。在临床实践中利用分子影像和动态监测耐药基因出现时机将有助于我们期待开展多种临

床检测途径，在临床实践中尽快地实施个体化治疗方法优化 EGFR 突变肺癌的管理策略。 

 
 
PR-049 

汉防己甲素预防放射性肺损伤的临床效果观察 

 
廖辰 杨玖 朱诺 刘志远 洪梅 

东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市胸科医院放疗科 210029 

 

目的  观察汉防己甲素对放射性肺损伤的预防作用。 

方法  选取 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4 月收治的 80 例非小细胞癌患者随机分为 2 组，所有患者接受

三维适形或调强放疗，汉防己甲素组（Tet 组）放疗期间同步口服汉防己甲素（60mg，一日三

次），对照组单纯放疗。治疗后评价并比较两组放射性肺损伤发生情况。 

结果  Tet 组 2 级以上放射性肺炎及放射性肺纤维化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放射性肺炎 16.2% 

vs 

36.8%, P=0.043；放射性肺纤维化 13.5% vs 34.2%, P=0.036）。 

结论  汉防己甲素能有效预防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放疗后放射性肺损伤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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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50 

大分割适形放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观察 

 
杨志勇 

邯郸市中心医院 056001 

 

目的 探讨三维适形放疗大分割照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 的疗效及毒副反应。 

方法  收集我科自 2011 年 7 月至 2012 年 10 月共收治的 39 例 NSCLC 中鳞癌 28 例、腺癌 11 例。

治疗方法采取大分割三维适形放射治疗，4～7 个适形野，6～8Gy/ f，隔日 1 次，总剂量 48～60 

Gy，8～10 次，21～24 d 完成。伴有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的患者用 12MeV 的电子线常规分割放射治

疗,剂量 66～70 Gy，7 周完成。 

结果  39 例近期疗效中，13 例完全缓解(CR) 33. 3%,20 例部分缓解(PR) 51.3%，2 例稳定(NC) 

5.1 %，4 例进展(PD) 10.3 %,肿瘤总有效(CR + PR) 率为 84.6 %(33/39)。1、2、3 年生存率分别

为 76.9%、51.3%、30.8%。放射性肺炎发生率为、放射性食道炎发生率分别为 23.1%、38.5%。 

结论  三维适形大分割放疗治疗 NSCLC 有较好的疗效，毒副反应可以耐受，更远期疗效尚待进一

步观察。 

 
 
PR-051 

伽玛刀治疗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分析 

 
甄鹏 常晓松 王磊 曾健 白玉斌 王爱东 张学峰 关键 钟一博 张素娟 齐彦 

解放军第二二 O 医院 024000 

 

目的  探讨伽玛刀在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治疗中的疗效及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06 年 8 月到 2013 年 5 月用全身伽玛刀治疗胸部原发病灶的 35 例局部晚期

NSCLC 患者，与同期用直线加速器治疗胸部原发病灶的 40 例局部晚期 NSCLC 患者进行对照。全

身伽玛刀治疗组 35 例，其中男 27 例，女 8 例；中位年龄 63 岁（28~75 岁）；鳞癌 23 例，腺癌

12 例；ⅢA 期 14 例，ⅢB 期 21 例。用真空负压垫固定体位，经 CT 定位增强扫描全部肺脏，CT

层厚 5mm，层间距 5mm。PTV 在 GTV 外扩 10mm，以 50%剂量线覆盖 100%PTV，根据靶区大

小、位置及肺功能等情况给予 50%剂量线处方剂量 3~6Gy/次，1 次/日，5 次/周，2~3 周内完成治

疗，靶区边缘总剂量 30~60Gy，靶区中心剂量 60~120Gy 。 其中 25 例患者放疗同时给予了铂类

药物（周方案）同步放化疗，29 例患者在伽马刀治疗结束 2~4 周后接受了 4~6 个周期 EP 方案的

续贯化疗。直线加速器治疗组 40 例，其中男 28 例，女 12 例；中位年龄 57 岁（25~74 岁）；鳞

癌 26 例，腺癌 14 例；ⅢA 期 19 例，ⅢB 期 21 例。全部病例经 CT 定位增强扫描全部肺脏，CT

层厚 5mm，层间距 5mm。CT 图像经网络传输到计划系统，进行三维重建，并勾划靶区、体表轮

廓及敏感器官。PTV 在 GTV 外扩 8 ～ 10mm 以 95%剂量线覆盖 95%PTV，2Gy/次，1 次/日，5

次/周，总剂量 55~65Gy/6~7 周。其中 32 例患者放疗同时给予了铂类药物（周方案）同步放化

疗， 34 例患者在放疗结束 2~4 周后接受了 4~6 个周期 EP 方案的续贯化疗。 

结果 全部患者均可评价疗效。伽玛刀治疗组和直线加速器治疗组的中位生存期（MST）分别为 27

个月和 17 个月，3 年总生存率（OS）分别为 25.71%和 10%，差异均有显著意义（P＜0.05）。

两组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多为Ⅰ～Ⅱ级，均较轻微，肺脏、食管以及血液系统Ⅰ～Ⅱ级不良反应发生

率两组无差异（P＞0.05）。Ⅲ级以上的白细胞减低以及血小板减低发生率两组有差异（P＜

0.05）。 

结论  全身伽玛刀治疗局部晚期 NSCLC 胸部原发病灶疗效明显优于直线加速器，放射不良反应可

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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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52 

双能量 CT 碘定量参数与 18FDG-PET/CT 最大标准化摄取值用于评

估肺癌放化疗疗效的相关性研究 

 
焦玉新 任艳萍 吕斌 郑向鹏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放疗科 200040 

 

目的  探讨双能 CT(DECT)的碘定量参数与 18
FDG-PET/CT 最大摄取值(SUVmax)用于评估肺部肿瘤

放化疗疗效时的相关性。 

方法  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经病理证实或临床多学科会诊诊断

为肺癌或肺内寡转移癌患者 10 例，针对肺部病灶行放疗±化疗，治疗前、治疗后一个月和三个月各

进行一次 PET/CT 和 DECT，分别利用 Tumor Evaluation Software 和 HERMES Workstation 测定

碘定量参数与 SUVmax，分析治疗前后各参数是否具有差异性，两种参数在治疗前、治疗后是否具

有相关性，并分析治疗前后两种参数变化趋势是否一致，配对计数资料采用 t 检验，一致性关系检

验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 

结果  治疗前后各参数变化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后碘定量参数 Total iodine 

uptake,Vital volume 与 SUVmax具有相关性(rT-S=0.61,rV-S=0.50；rT-S=0.71,rV-S=0.67)；治疗前后

Total iodine uptake，Vital volume 变化趋势与 SUVmax的变化趋势具有较强的一致性(rT-S=0.92,rV-

S=0.91,P<0．05)  

结论  双能 CT(DECT)的碘定量参数与 18
FDG-PET/CT 最大摄取值(SUVmax)具有相关性，DECT 碘

定量分析可一定程度上替代 PET/CT 用于功能性评估肺癌放化疗疗效。 

 
 
PR-053 

呼出气一氧化氮对有症状放射性肺炎的预测价值 

 
李建成

1,2
 富晓彬

2
 

1.福建省肿瘤医院胸部放疗科 

2.福建医科大学省立临床学院 

 

目的 观察肺癌及食管癌适形调强放疗患者有症状放射性肺炎（SRP）的发生情况，探讨呼出气一

氧化氮（eNO）对 SRP 的预测价值。 

方法 2015-2016 年收治的肺癌及食管癌患者共 64 例接受胸部放射治疗。肺癌患者 22 例，食管癌

患者 42 例，处方剂量 50-63Gy。SRP 组和 ASRP 组的差别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eNO 预测能力

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 

结果 所有 64 例患者中 CTCAE v4.0 评分 0-1 级 47 例 （73.4%），2 级 11 例 （17.2%），3 级 6

例（9.37%），4-5 级 0 例（0%）。SRP 组（CTCAE v4.0 ≥2 级 17 例 26.6%）和 ASRP 组

（CTCAE v4.4 0-1 级 47 例 73.4%）。放疗前及放疗结束 eNO 值分别为 23.05±9.59ppbs(波动 10

到 53ppbs 之间）和 22.89±8.60ppbs(波动 11-60ppbs 之间）。eNO 变化率≥1 有 36 例

（56.25%）。SRP 组和 ASRP 的 eNO 变化率和放疗结束 eNO 值总体分布位置不同，且 SRP 组

有更高的 eNO 变化率和放疗结束 eNO 值（p<0.05）。eNO 变化率的 AUC 为 0.879（95% 

CI0.774-0.984），对 SRP 预测最佳界值为 1.305。放疗结束 eNO 值的 AUC 为 0.774（95% CI 

0.656-0.892），对 SRP 预测最佳界值为 19.5ppbs。 

结论 eNO 变化率>1.305 或放疗结束 eNO 值>19.5ppbs 发生 SRP 风险较高，eNO 值和 eNO 变化

率对 SRP 有一定的预测价值，eNO 变化率为最有价值的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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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54 

克唑替尼联合脑转移灶切除、全脑放疗治疗 ROS1 阳性伴有症状

脑转移的肺腺癌 1 例及文献复习 

 
张敏

1
 聂立功

2
 张家涌

3
 

1.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放射治疗科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 

3.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目的  伴有脑转移的肺癌预后差。克唑替尼可有效治疗 ROS1（C-ros oncogene 1 receptor 

tyrosinekinase）融合基因阳性的肺癌，但由于血脑屏障通透率较低，对脑转移灶的治疗效果不

佳。本文总结 1 例综合运用手术、全脑放疗+残留灶补量放疗及克唑替尼等手段治疗 ROS1 融合基

因阳性伴有症状脑转移的肺腺癌患者，并对其有效性及安全性进行讨论和分析。  

方法  采用手术切除占位效应明显、引起头疼症状的颅内病灶，获得病理；因 ROS1 融合基因阳

性，给予克唑替尼治疗，250 mg，2 次/d；术后进行全脑放疗+残留灶补量放疗。按照实体瘤疗效

评价标准 1.1 版（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tion in Solid Tumours, RECIST v1.1）评价客观疗

效。按照不良反应通用术语标准 4.0 版（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 v4.0, 

CTC AE v4.0）评估用药期间发生的不良事件。  

结果  该患者服用克唑替尼 3 个月后，肺部病变接近完全缓解（complete remission, CR），颅内

病变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 PR），腹腔病变 CR，视物模糊症状减轻。  

结论  综合运用手术、全脑放疗+残留灶补量放疗、克唑替尼治疗 ROS1 融合基因阳性伴有症状脑

转移的肺腺癌患者，可有效控制颅内颅外病灶，耐受性好。 

 
 
PR-055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大分割放疗联合同步与联合序贯化疗疗效

的 meta 分析 

 
郭威

1,2
 高献书

2
 顾晓斌

2
 崔明

2
 彭川

2
 谢木

2
 彭川

2
 白赟

2
 马茗微

2
 

1.河北北方学院研究生部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放疗科 

 

目的  分析对比大分割放疗联合同步化疗与大分割放疗联合序贯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疗效差异。 

方法  按照 Cochrane 系统评价制作方法，利用关键词 Pubmed、Embase 和 Web of science 等数

据库进行文献搜索，运用 STATA 12.0 软件分析两组治疗疗效的相关数据。 

结果  经过筛选，纳入 3 篇文献，共计 370 例患者。Meta 分析的结果显示，序贯化疗组在 1 年的

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好于同步化疗组（OR=1.64, 95% CI：1.03-2.61，P=0.037），

但 3 年的 OS 两组结果虽无统计学意义，但趋向于同步化疗组更好（OR=0.72, 95% CI: 0.42-1.24, 

P=0.235）。两组的肿瘤反应率（OR=1.02, 95% CI：0.48-2.19，P=0.950）、1 年无进展生存

（OR=1.16, 95% CI：0.72-1.84，P=0.542）和 Grade≥3 级的晚期不良反应（OR=1.42, 95% CI：

0.77-2.60，P=0.261）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局部晚期 NSCLC 治疗中，大分割放疗联合同步化疗与联合序贯化疗相比虽未明显提高生

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步化疗组有提高生存的趋势，上述结果仍需高质量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研

究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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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56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肺灌注成像(SPECT/CT)在肺恶性肿瘤

放疗中的应用探索 

 
吴瑕 王瑾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观察 SPECT/CT 成像下不同患者区域肺功能的状态;探索肺灌注改变与 RP（放射性肺炎）发

生的相关性;探索基于 SPECT/CT 指导放疗的可行性。 

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15 年 6 月至 2015 年 11 月在华西医院放疗门诊需行肺部恶性肿瘤放疗的 23 例

患者。于热塑膜固定下行 CT 定位及基线 SPECT/CT 灌注成像扫描，基于 CT 行胸部放射治疗，中

位 40Gy 剂量（38-42Gy）放射治疗后复查 SPECT/CT 肺灌注成像。基于 SPECT/CT 勾画肺功能

分区及不同程度灌注曲线、患者发生放射性肺炎的时间和临床症状。 

结果  本研究全组 23 例患者完成放射治疗且放疗前行基线肺灌注扫描；14 例患者于中位放疗 40Gy

时完成第二次肺灌注成像；中位照射剂量为 54.78Gy（50-70Gy）； 配对 t 检验分析显示接受中位

40Gy 放射剂量时 60%以上灌注体积量下降最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9）。亚组分析灌注

体积放疗前后下降量差异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显示，无压迫（无 B3）组 60%灌注体积经 40Gy 放

疗后明显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全组 23 例患者中，发生放射性肺炎患者 26.1%

（6/23）。fisher 精确概率法分析结果显示 40Gy 照射后 10%以上、30%以上、30-60%、60%以上

（C 区）肺灌注体积下降组和非下降组间放射性肺炎发生率未见显著性差异（p>0.05）；ROC 曲

线分析，40Gy 照射后不同灌注水平的体积下降量未见对放射性肺炎的预测意义（p>0.05）。p-

DVH 参数 pV5、pV10 对放射性肺炎有预测意义（p 值分别为 0.017 与 0.012），临界值分别为

46.21%、37.36%。基于 SPECT/CT 肺灌注成像做的放疗计划（trial-new），p-DVH 参数 pV5、

pV10、pV20、pV30、pMLD 均较 trial（基于 CT 的放疗计划）的 p-DVH（基于 CT 的实际放疗计

划转换的 p-DVH）参数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01） 

结论  肺高灌注区域（60%以上灌注）对放射线敏感。 放疗中期各水平灌注体积下降量对放射性肺

炎无预测价值。40Gy 照射时 B3 区灌注可恢复，在放疗中调整放疗计划可能对肺功能具有保护作

用。 

pV5、pV10 对放射性肺炎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基于 p-DVH 指导放疗、保护正常肺功能、提高肿瘤

区域照射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PR-057 

血清外泌体膜蛋白 GPC1 在非小细胞肺癌筛查及预后评估中的应

用价值 

 
冯虎

1
 孟祥宽

2
 

1.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2.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明确 NSCLC 患者在手术、放化疗后其血清外泌体膜蛋白 GPC1 表达水平的变化以及与健康

人表达的差异，为探索 GPC1 在 NSCLC 筛查及预后评估中的应用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收集 18 例 NSCLC 患者（其中 9 例未治疗、5 例手术后、4 例放化疗后）及 9 例性别年龄匹

配的健康对照者的血清，用超速离心法分离血清中外泌体。经透射电镜鉴定外泌体的形态、

Western blot 鉴定外泌体的标志性蛋白 CD63、CD9 后，用 Western blot 检测外泌体体膜蛋白

GPC1 的表达情况，并用蛋白显示条带的灰度值量化其表达水平，比较未治疗组（Untreat）、手

术组（Surgery）、放化疗组（CHRT）和对照组（Control）各组间 GPC1 的表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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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NSCLC 患者和健康对照者的血清中都能检测到大小均一、直径 30-100nm 的圆形或椭圆

形膜性囊泡结构，Western blot 证实其表达外泌体标志性蛋白 CD63、CD9，鉴定为外泌体。 

2. CHRT 组 CD63 的表达量明显高于 Control 组、Untreat 组、Surgery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提示放化疗组外泌体释放量与其他组相比明显增多，可能与肿瘤对放化疗的应激有

关。 

3. 各组外泌体都检测到有 GPC1 表达，Untreat 组的含量明显高于 Control 组（20152.2±3498.2 

VS 13289.3±2401.7；p<0.05），可能与 NSCLC 的发生有关；Surgery 组和 CHRT 组 GPC1 的含

量都明显低于 Untreat 组（13104.7±5181.1，11180.8±788.7 VS 20152.2±3498.2，p <0.05），可

能与手术后肿瘤负荷消失有关。 

结论  1. NSCLC 患者血清外泌体膜蛋白 GPC1 呈高表达；2.NSCLC 患者血清外泌体膜蛋白 GPC1

的表达水平在术后或放化疗后下调；3.NSCLC 患者血清外泌体在放化后释放量增多。 

 
 
PR-058 

SBRT 与手术治疗 I 期非小细胞肺癌疗效比较的 Meta 分析 

 
王小虎

1
 张秋宁

1
 李祎

2
 田金徽

1,3
 刘锐锋

1
 魏世鸿

1
 杨燕

1
 

1.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肿瘤医院 

2.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3.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 

 

目的  采用 Meta 分析的方法比较立体定向放疗(SBRT)与手术治疗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疗效，为临床

治疗提供证据。 

方法  计算机检索 Embase、Medlin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及万方数据库。检索时

间截止于 2016 年 7 月。纳入 SBRT 与手术治疗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疗效对比的病例对照研究和随机

对照试验。采用 Stata12.0 软件对病例对照研究进行统计分析，合并总生存率(OS)、癌症特异性生

存率(CSS)、局部控制率(LC)、远处控制率(DC)、无病生存率(DFS)等生存指标。 

结果  最终纳入 12 个研究，纳入总病例数为 1232 例，11 篇为病例对照研究，1 篇为前瞻性随机对

照试验。其中 11 篇为病例对照研究行定量分析。meta 分析结果显示：SBRT 组和手术组 1 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2 年 OS(OR=0.61, 95%CI:0.49~0.76, P=0.000)；3 年 OS(OR=0.53, 

95%CI:0.43~0.65, P=0.000)；4 年 OS (OR=0.48,95%CI:0.37~0.61, P=0.000)； 5 年

OS(OR=0.38,95% CI:0.29~0.56, 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手术组优于 SBRT 组。两组 1 年

CSS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年 CSS(OR=0.58, 95%CI:0.38~0.84, P=0.004)；3 年 CSS(OR=0.58, 

95%CI:0.41 ~0.81,P=0.002)；4 年 CSS(OR=0.56,95%CI: 0.40 ~0.79, P=0.001) ； 5 年

CSS(OR=0.52,95% CI:0.33~0.81, P=0.0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手术组优于 SBRT 组。两组 1~5

年 LC、1~4 年 DFS 及 1~4 年在 DC 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 5 年 DC(OR=0.36, 

95%CI:0.21~0.61, 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手术组略优于 SBRT 组。 

结论  SBRT 与手术两组 2~5 年总生存率、癌症特异性生存率及 5 年 DC 有统计学差异； LC、DFS 

及 1~4 年 DC 等生存指标无统计学差异。特别是 3~5 年总生存率与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差异较

大，因此仍需更多、更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证实。临床治疗早期 NSCLC 选择手术还是

SBRT，应综合考虑患者要求、年龄、及医疗条件等各种因素做出最终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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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59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影像上肺气肿改变对放疗后重症放射

性肺炎的影响 

 
周子洋 梁世雄 宋晓 李业飞 李芳娟 吴爱鲁 

上海市肺科医院 200433 

 

目的  探索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患者在电子计算机断层扫

描（Computed Tomography，CT）上肺气肿改变与其接受放射治疗后发生重症放射性肺炎

（severe radiation pneumonitis,SRP）的相关性。 

方法  单中心前瞻性随访分析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上海市肺科医院接受根治性放射治疗

（剂量 56-64Gy/28-32 次/6-7 周）的 153 例局部晚期（IIIA/IIIB）NSCLC 患者的临床和剂量学资

料，并在高分辨螺旋 CT 上评估患者治疗前的肺气肿改变，按评估标准分为以下五级：0 级，无低

衰减区；1 级，稀疏分散的低衰减区直径可达 5mm；2 级，相邻低衰减区直径达 10mm；3 级，相

邻低衰减区大于 10mm 或彼此无法区分；4 级，缺少正常肺实质。采用 ACTCAE 4.0 版评定标准

对放射性肺损伤进行分级，以发生≥2 级放射性肺炎为观察终点，≥3 级放射性肺炎视为 SRP。所有

患者随访时间≥6 个月（包括未达 6 个月但发生 SRP 的患者）。 

结果  153 例患者中发生 SRP 共 16 例，发生率为 10.5%。SRP 的发生时间为放射治疗后 1-8 个月

（3.8±2.3 月）。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血气分析 PH 值及肺气肿等因素与 SRP 的发生相关（P

＜0.05），其中，年龄越大、PH 值越高及肺气肿越严重的患者发生 SRP 的风险更高，而性别、吸

烟史、病理类型、化疗方式及相关剂量学因素等与 SRP 的发生无关（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

肺气肿为 SRP 发生相关的独立风险因素（OR=2.375，P=0.017）。Kaplan-Meier 分析发现，≥2

级肺气肿患者及 1 级肺气肿患者的 SRP 累积发生率均较 0 级肺气肿患者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og-rank P<0.01）。ROC 曲线分析显示，年龄，肺气肿和 PH 值这三个参数联合评估 SRP 发

生的曲线下面积达到 0.776（P＜0.01）。 

结论  CT 上肺气肿改变与 SRP 的发生相关，在评估局部晚期 NSCLC 患者的放射治疗时，对于高

龄且合并肺气肿患者，应注意及时评估肺损伤程度及采取相应措施，避免 SRP 的发生。 

 
 
PR-060 

Functional Dosimetric Metrics during the mid-Course of 

Radiotherapy  May Predict Radiation-Induced Lung 

Toxicity better  in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Xiao Linlin,Yang Guoren,Chen Jinhu,Meng Xue,Wang Xiaohui,Huo Zongwei,Wu Qingwei,Yu Qingxi,Lu Jie,Yu 
Jinming,Yuan Shuanghu 

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250117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perfusion (Q) 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SPECT)-weighted functional dose-volume histogram (FDVH) during 
the course of radiotherapy (RT) for predicting radiation-induced lung toxicity (RILT) in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Material and methods  37 locally advanced NSCLC patients were enrolled prospectively.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definitive RT 60 Gray (Gy) and concurrent cisplatin based 
chemotherapy. The simulation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CT), Q-SPECT were performed prior to 
and during RT (at approximately 45 Gy). Baseline-DVH based on baseline simulation CT, during-
DVH based on during-RT, baseline-FDVH and during-FDVH were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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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LT grade was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Common Toxicity Criteria, 
version 4.0. The development of RILT was considered as a binary variable: ―no-RILT‖ 
(Grade≤1) and ―RILT‖ (Grade≥2). A two-way significance level of 5 % was considered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The accumulative incidence of ≥2 grade RILT was 32.4% with a median follow-up of 6 
months.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analysis, A higher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of baseline-DVH parameters were 0.774-0.852, that of during-DVH parameters were 
0.822-0.896; the AUCs of baseline-FDVH parameters were 0.822-0.911, that of during-FDVH 
parameters were 0.830-0.963.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DVH parameters seemed to 
add more predictive value than DVH parameters; parameters during RT add more predictive 
value than baseline. During-FDVH parameters showed the best predictive value. For example, 
during-RT FV15‘s AUCs in predicting RILT was 0.963 that of V15 prior to RT was 0.844.   
Conclusions  During-FDVH parameters based on the Q-SPECT are identified as reliable 
predictors for RILT, and may guide RT plan modif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NSCLC. 
 
 
PR-061 

To Find a Better Dosimetric Parameter in the Predicting 

of Radiation-Induced Lung Toxicity Individually: 

Ventilation, Perfusion or CT based 
 

Xiao Linlin,Yang Guoren,Chen Jinhu,Wang Xiaohui,Huo Zongwei,Wu Qingwei,Yu Qingxi,Yu Jinming,Yuan 
Shuanghu 

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250117 
 

Purpose  The study aimed to find a better dosimetric parameter in the predicting of radiation-
induced lung toxicity (RILT) in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individually: 
ventilation(V), perfusion (Q) or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CT) based.   
Methods and Materials  V/Q 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rized tomography (SPECT) was 
performed within 1 week prior to radiotherapy (RT). Functional lung based on V/Q imaging 
was weighted respectively by V/Q SPECT beyond a threshold of 30% of the 
maximum radioactivity. All V/Q imaging data were integrated into RT planning system, generating 
different functional mean lung dose (MLD) and V20 (relative volume of lung receiving more than 
20Gy dose). The RILT was diagnosed and graded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Common Toxicity Criteria, version 4.0. Statistical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by dividing the patients 
into RILT group (Grade≥2) and non-RILT group (Grade≤1).    
Results  57 NSCLC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is prospective study.  Fifteen (26.3%) patients 
underwent grade≥2 RILT, the remaining forty-two (73.7%) patients didn‘t. Q-MLD, Q-V20, V-
MLD, V-V20 of functional parameters correlated more significantly with the occurrence of RILT 
compared to V20, MLD of anatomical parameters (r=0.631; r=0.644; r=0.617; r=0.651 vs. r=0.424; 
r=0.520 p < 0.05, respectively). The futher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 (COPD) and patients with worse global pulmonary 
function test (PFT), V functional parameters reflected the biggest advantage in predicting RILT; 
while in patients without COPD and patients with good PFT, Q functional parameters reflected the 
biggest advantage. In patients with central-type NSCLC, the correlation 
of V parameters with RILT was stronger than that of Q parameters; while in patients with 
peripheral-type NSCLC, the results were inverse.  
Conclusions  The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choosing a suitable dosimetric parameter individually 
can help us predict RILT more accu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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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62 

局部晚期气管腺样囊性癌腔内近距离放疗一例 

 
洪梅 于力克 刘志远 张宇 王延虎 杨玖 马云 

南京市胸科医院 210029 

 

背景  气管腺样囊性癌（tracheal adenoid cystic carcinoma，TACC）发病率低，发展缓慢，临床

症状不典型，易误诊，最佳治疗手段为手术切除加放疗，对于不能手术的局部晚期 TACC，则以放

射治疗为主，而 ACC 对放疗不敏感，疗效欠佳。 

方法  报道一例 TACC 的诊治经过。 

结果  患者女性，21 岁，反复咳嗽、咳痰１年余，加重伴胸闷气喘 2 月。胸部 CT 提示中纵隔主动

脉窗占位，与气管关系密切；经支气管镜检查发现气管中段粘膜肥厚增生，呈浸润样改变，下段气

管重度狭窄，最窄处直径 3mm，放置气管支架，支架下段位于隆突上，被肿瘤完全阻塞的左主支

气管通过介入手法使其直径扩大到 8mm，活检病理免疫组化确诊腺样囊性癌；行腔内近距离放疗

结合三维适形放疗（3DCRT），GTV 包括部分上段气管、中下段气管、左右主支气管、主动脉窗

肿瘤，3DCRT 48Gy，近距离放疗 15Gy（参考距离 10mm）后，取出气管支架，继续完成

3DCRT，GTV 至 58Gy。现无瘤生存 24 月。 

结论  气管支气管腔内近距离治疗联合外放疗对局部晚期 TACC 的治疗，可能是比较有效的治疗方

法。 

 
 
PR-063 

加速超分割联合化疗治疗局限期小细胞肺癌的 Meta 分析 

 
刘健

1,2
 张秋宁

1
 田金徽

3
 刘锐锋

1
 魏世鸿

1
 李祎

1,2
 王小虎

1,2
 

1.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肿瘤医院 

2.兰州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3.甘肃省循证医学与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 

 

目的  采用 Meta 分析评价加速超分割联合化疗治疗局限期小细胞肺癌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

刊数据、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Web of Science。按照纳入标准，全面搜索有

关加速超分割（accelerated hyperfractionated radiotherapy，HFRT）与常规分割放疗

（convention 

radiotherapy，CR）联合化疗治疗小细胞肺癌的随机对照试验。由 2 位研究者按照纳入排除标准独

立进行文献筛选、提取资料和质量评价，并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0 项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RCT），共计 1540 例局限期小细胞

肺癌(1imited stage small cell lung cancer，LD-SCLC)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加速超分割放化

疗组与常规放化疗组相比，2 年生存率[比值比（odds ratio，OR）=1.24，95%可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CI）：1.01～1.52，P＝0.04）、5 年生存率（OR＝1.47，95% CI：

1.03～2.10，P＝0.03）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有效率(CR+PR)（OR＝1.32，95%CI：0.83～

2.09，P＝0.24）、1 年生存率（OR＝1.13，95% CI：0.62～2.07，P＝0.69）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在不良反应方面，超分割放化疗组与常规放化疗组相比，3 级以上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OR＝2.08，95%CI：1.55～2.80，P<0.00001），而 3 级以上放射性肺炎和 3 级

以上血液毒性反应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与常规放疗相比，加速超分割放疗联合化疗治疗局限期小细胞肺癌患者可提高治疗生存率，

但增加了 3 级以上放射性食管炎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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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64 

Ⅳ期肺腺癌选择性放疗联合/或靶向治疗的疗效分析 

 
李宏奇 徐向升 胡小龙 王颖杰 夏廷毅 

空军总医院 100036 

 

目的  分析Ⅳ期肺腺癌采用选择性放疗联合/或靶向治疗的疗效。 

方法  分析我院 2009 年 6 月 1 日起，Ⅳ 期肺腺癌接受选择性放疗联合/或靶向治疗的患者共 50

例，其中单纯应用 EGFR-TKI 7 例，单纯选择性放疗 18 例，选择性放疗联合 EGFR-TKI 25 例。

EGFR-TKI 使用时间 1～44 月，中位 14 月。放疗方案：体部伽马刀，70%等剂量线覆盖 GTV，肺

实质原发病灶 5.6～7 Gy/次，总剂量 67.2~70Gy；肺门和纵隔淋巴结病灶 4.2～5.6 Gy/次，总剂量

42~56Gy，5 次/周。治疗方案依据：1、病灶数量少于（含）4 个且无 EGFR 基因突变者，局部放

疗；2、病灶数量少于（含）4 个且有 EGFR 基因突变，单纯 EGFR-TKI 治疗；3、病灶数量多于 4

个并有基因突变，选择性放疗联合 EGFR-TKI 治疗，选择性放疗仅照射肺原发病灶和脑、肺门、纵

隔淋巴结转移病灶；4、病灶数量多于 4 个且无基因突变，给予肺原发病灶和脑、肺门、纵隔转移

淋巴结病灶选择性放疗。 

结果  所有接受选择性放疗（包括联合靶向治疗的患者）的Ⅳ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位总生存期

（OS）为 24 个月，中位无病生存期（DFS）为 10 个月，1、2、3 年生存率分别为 60.4%、

53.5%和 20.9%，完全缓解率（CR）14.0%，部分缓解率（PR）58.1%，总有效率（CR+PR）

72.1%。其中选择性放疗联合靶向治疗组中位 OS30 个月，中位 DFS12 个月，1、2、3 年生存率

分别为 76.0%、64.0%和 32.0%，选择性放疗病灶的 CR8.0%，PR68.0%，总有效率（CR+PR）

为 76.0%。与选择性放疗联合靶向治疗组相比，单纯选择性放疗组中位 OS 为 16.5 个月（P = 

0.045），中位 DFS 为 8 个月（P > 0.05），1、2、3 年生存率分别为 72.2%、38.9%和 5.6%（P

值分别为 0.525，0.07 和 0.038），选择性放疗病灶的 CR 为 22.2%，PR 为 44.4%，总有效率

（CR+PR）为 66.6%（P 值均>0.05）。单纯靶向治疗组 1 年生存率为 85.7%，中位生存期 17 个

月。 

结论  Ⅳ 期肺腺癌患者行肺原发病灶和部分转移病灶的选择性放疗可以获得较长的生存期和较好的

局部控制率，并且对于 EGFR 基因突变患者采用选择性放疗联合靶向治疗较单纯靶向治疗和单纯

放疗，可进一步改善中位生存期和 3 年生存率。 

 
 
PR-065 

两种减少呼吸运动方法配合四维 CT 在肺癌放疗中的比较 

 
赵永亮 

南通市肿瘤医院 226361 

 

目的  应用主动呼吸控制技术与简易腹部加压技术配合四维 CT（4D-CT）扫描在肺癌靶区勾画中肺

活动度的比较，最终评估两种减少呼吸运动方法对肺在放疗计划中的比较。 

方法  选择 50 例肺癌患者，心肺功能较好的患者分为 A、B 两组，A 组选择 25 例肺癌患者进进行

两次四维 CT 扫描，一次为进行主动呼吸控制系统下扫描，一次为自由呼吸下的扫描。B 组选择 25

例肺癌患者，进行两次四维 CT 扫描，一次为进行简易腹部加压技术扫描，一次为自由呼吸下的扫

描。将两组患者扫描图像进行重建并传输至治疗计划系统进行靶区勾画。对两组所勾画的靶区进行

计划设计。通过计划系统列出两组肺癌患者肺的左右（RL），头脚（SI），前后（AP）活动度。

并列出两侧肺 500cGy、1000cGy、2000cGy、3000cGy 剂量体积（V5、V10、V20、V30）。 

结果  在对肺的运动控制方面：在平静呼吸状态下肺的左右（RL）、头脚（SI）、前后（AP）运动

幅度分别为 2.1mm、17.8mm、4.2mm。使用主动呼吸控制系统各个方向动度为 2.1mm、

13.9mm、4.1mm。使用简易腹部加压各个方向动度为 1.9mm、11.2mm，4.2mm。由在全肺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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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使用主动呼吸控制系统双侧肺 V5、V10、V20、V30 同比自由呼吸减少 6.7% 、5.3%、

8.5%、7.1%。使用简易腹部加压技术双侧肺同比自由呼吸减少 4.3% 、2.7%、2.8%、3.3%。 

结论  基于 4D-CT 的主动呼吸呼吸控制技术与简易腹部加压技术在肺癌的临床应用中是可行的，能

够有效减小肺的呼吸动度，减少计划靶区的体积，从而减少肺的受量。 

 
 
PR-066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调强放射治疗后肿瘤体积变化规律及影响 

因素研究 

 
张纬建

1,2,3
 刘锋

1
 蓝恺祺

1
 郭飞宝

1,2,3
 洪金省

1,2,3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放射生物福建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3.福建省肿瘤个体化主动免疫治疗重点实验室 

 

目的  研究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灶调强放射治疗后肿瘤体积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探讨放疗结束

后脑转移灶肿瘤体积变化规律，并对可能影响肿瘤体积变化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06-01 至 2015-06-01 期间于我科接受脑部调强放疗的非小细胞肺癌

脑转移病例临床资料。将患者放疗前、放疗后 1 个月、放疗后 3 个月、放疗后 6 个月、放疗后 12

个月检查颅脑 MR 影像导入 Raystation 治疗计划系统，将颅内最大转移灶勾画出，由计划系统得

出该转移灶绝对体积，并将放疗后复查 MR 对应病灶体积与治疗前病灶体积相比，得出相对体积。

用 Thompson 标准评价肿瘤体积对治疗的反应。采用 Wilcoxon 检验分析相邻复查时间组之间肿瘤

体积变化。分析可能影响肿瘤体积退缩率各因素（年龄、性别、病理类型、GPA 评分、转移灶数

目、放疗前化疗及靶向治疗、放疗后化疗及靶向治疗、放疗前肿瘤体积大小、放疗方式、脑转移灶

等效生物剂量、全脑等效生物剂量），筛选肿瘤体积退缩率的独立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采用 χ2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 Logistic 分析。以 P＜0.05 为检验水准。 

结果  连续的符合条件的病例共入组 46 例，放疗后 1 个月、放疗后 3 个月、放疗后 6 个月、放疗

后 12 个月颅内最大转移灶平均退缩率分别为 58%、74%、74%、78%，放疗后肿瘤体积 1 个月内

退缩最为显著，放疗后 1-3 个月内退缩较为缓慢，放疗后 3-12 个月几乎未再退缩。单因素分析显

示：放疗前有行靶向治疗（P=0.044）、放疗前肿瘤体积＜3cm3 者退缩率大（P=0.044、

0.038）。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放疗前肿瘤体积大小、转移灶数目是影响肿瘤体积退缩率

的独立因素（P=0.017、0.044）。 

结论  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调强放疗后病灶退缩显著，放疗后 3 个月内病灶持续退缩，放疗后 3 个

月相对稳定。放疗前有行靶向治疗、颅内转移灶数目越少、放疗前肿瘤体积＜3cm3，放疗后肿瘤

体积退缩较好。 

 
 
PR-067 

LINC00857 作为肺癌生物标志物的前瞻性研究 

 
张玉宇

1
 高山

2
 董丽华

1
 

1.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放射治疗科 

2.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目的  为探讨长链非编码 RNA00857 作为肺癌诊断、治疗及判断预后生物标志物或治疗靶点的的可

行性，挑选合适的肺癌细胞系进行后续的功能研究。  

材料与方法  前期研究中使用生物信息学技术和 TCGA 数据库筛选出 LINC00857 在肺癌及癌旁组

织中高度差异表达，并且和病人的临床信息做了定量的相关性分析，与不同病理分期、T 分期和 N

分期密切相关。通过 5‘和 3‘ RACE 对 LINC00857 进行全长序列测定，成功克隆出该基因，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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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rn Blot 进行鉴定。本实验在 A549（肺腺癌）、NCIH1299（肺腺癌）、NCIH460（大细胞

癌）和 SK-MES-1（肺鳞癌）四种细胞系中筛选照射前后 LINC00857 差异高度表达的细胞系，以

便进行后续功能研究。  

结果  分别培养上述四种肺癌细胞，应用辐照仪分别给予 0Gy、3Gy 照射，照射后 24 小时 TRIZOL

收集细胞提取 RNA，逆转录后行 qPCR 检测，查找 LINC00857 照射前后的高度差异表达的细胞

系。A549 和 NCIH460 分别降低 1.78 和 2.78 倍(P<0.05)。NCIH1299 降低 16.67 倍(P<0.001)，

SK-MES-1 降低 25 倍(P<0.001)。 

结论  LINC00857 在四种肺癌细胞系中经照射后其表达均降低，其在肺腺癌 NCIH1299 和肺鳞癌

SK-MES-1 细胞均显著降低，可挑选二者进行后续的功能研究。 

 
 
PR-068 

加味四物汤对放射性肺损伤影响的临床研究 

 
杨永净 曹玲 卓龙泉 张淼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目的  观察我院研制的加味四物汤对肺癌胸部放疗患者放射性肺损伤的影响。 

方法  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共入组肺癌患者 254

例。用 SARS 统计软件产生随机顺序，制成随机信封，将 254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单

纯胸部放疗组）及试验组（加味四物汤联合放疗组），两组均行胸部调强适形或三维适形放疗，比

较两组患者放射性肺炎和放射性肺损伤的发生率。 

结果 试验组放射性肺炎和放射性肺损伤的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且该方剂患

者耐受性良好，无明显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加味四物汤可降低肺癌胸部放疗患者放射性肺炎和放射性肺损伤的发生率，提高患者对放疗

的耐受性。 

 
 
PR-069 

EGFR-TKI 对 EGFRwt 和 EGFRmut 细胞系的放射增敏作用 

 
张大昕 宋泉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探究 EGFR-TKI 药物（吉非替尼、阿法替尼、厄洛替尼）对于肺腺癌 EGFRwt 及 EGFRmut

细胞系（A549、1299、1975、H820、HCC827）的生存状态影响以及对其的放射增敏性。 

方法  采用 MTT 实验法探究 EGFR-TKI 药物对于 EGFRwt 及 EGFRmut 细胞系的生存率的影响，

找到各个细胞系对应药物的 IC50 浓度；采用克隆形成实验分别研究每种 EGFR-TKI 对于 EGFRwt

和 EGFRmut 细胞系的放射增敏性，制成放射存活曲线，得到放射学参数。 

结果  经 MTT 反复实验，进行了 3 种 EGFR-TKI 药物以及 5 种肺腺癌细胞系的 MTT 实验，因数据

不理想，丢弃一组细胞系的结果，得到 3 种药物作用于 4 种细胞系的 IC50 药物浓度，结果分别

为：A549-吉非替尼 9.6μm/L，A549-阿法替尼 1.65μm/L，A549-厄洛替尼 43.23μm/L；1299-吉非

替尼 14.7μm/L，1299-阿法替尼 1.85μm/L，1299-厄洛替尼 12.31μm/L；1975-吉非替尼

19.47μm/L，1975-阿法替尼 1.69μm/L，1975-厄洛替尼 12.89μm/L；H820-吉非替尼 25.07，

H820-阿法替尼 4.32μm/L，H820-厄洛替尼 18.51μm/L。因 H820 进行 EGFR 突变验证时结果与细

胞系应有状态不符，丢弃 H820 细胞系。3 种 EGFR-TKI 药物与 3 种细胞系的克隆形成实验结果

为，吉非替尼对于 A549 及 1299（EGFRwt）均有明显的放射增敏作用，而对于 1975

（EGFRmut）没有放射增敏作用；吉非替尼、厄洛替尼、阿法替尼（EGFR-TKI）对于 H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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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FRmut）均无放射增敏作用；厄洛替尼对于 A549（EGFRwt）细胞系有不明显的放射增敏作

用。 

结论  吉非替尼对于 A549 及 1299（EGFRwt）均有明显的放射增敏作用；吉非替尼、厄洛替尼、

阿法替尼（EGFR-TKI）对于 H1975（EGFRmut）均无放射增敏作用。此实验结果可为后续科学

研究提供参考数据。 

 
 
PR-070 

对比 18F-FDG PET/CT 和 18F-alfatide PET/CT 对晚期及局部晚

期非小细胞肺癌的同步放化疗近期疗效的预测价值 

 
栾晓慧 袁双虎 黄勇 马莉 赵书强 卢红 刘宁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250117 

 

目的  旨在对比 18F-FDG PET/CT 和 18F-alfatide PET/CT 对晚期及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NSCLC）的同步放化疗(CCRT)近期疗效的预测价值。 

方法  入组拟行 CCRT 的 III 期及 IV 期 NSCLC 患者，在 CCRT 前 1 周内（T1)及放疗中段（40Gy

时,T2)接受 18F-FDG PET/CT 或者 18F-alfatide PET/CT。通过感兴趣区测量原发肿瘤的最大标准

化摄取值 SUVmax 及平均标准化摄取值 SUVmean。CCRT 结束后 1 个月按 RECIST 评价标准评

价近期疗效，将患者分为治疗有效组（CR 和 PR）和治疗无效组(SD 和 PD)。研究中采用两独立

样本 T 检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26 例患者在 T1 及 T2 均接受了 18F-FDG PET/CT，25 例病人在 T1 接受了 18F-alfatide 

PET/CT（15 例在 T2 也接受了该检查）。CCRT 治疗有效组的 18F-FDG PET/CT 的 SUVmax 和

SUVmean 在 T1 及 T2 的变化值明显高于治疗无效组(P=0.028 和 P=0.006),T1 和 T2 的 SUVmax

和 SUVmean 在有效组与无效组均未发现明显的差别。基线 18F-alfatide PET/CT 的 SUVmax 和

SUVmean 在治疗无效组明显高于有效组（P=0.005 和 P=0.019)，而 SUVmax 和 SUVmean 在 T1

及 T2 的变化值则没有明显差异（P=0.487 和 P=0.165)。ROC 分析发现，18F-FDG PET/CT 的

SUVmean 在 T1 及 T2 的变化值对近期疗效具有诊断价值（AUC=0.744)。基线 18F-

alfatide PET/CT 的 SUVmax 和 SUVmean(AUC=0.818 和 0.76)在辨别有效组时比 T1 及 T2 的变化

值(AUC=0.607 和 0.714)具有更高的诊断准确性。多变量分析结果显示基线 18F-alfatide PET/CT

的 SUVmax 可作为预测 CCRT 近期疗效的独立因素（P=0.045)。 

结论  18F-FDG PET/CT 及 18F-alfatide PET/CT 对晚期及局部晚期 NSCLC 的 CCRT 的近期疗效

均具有预测价值，但基线 18F-alfatide PET/CT 具有更高的预测价值。 

 
 
PR-071 

The efficacy and roles of combining temozolomide with 

whole brain radiotherapy in protection neurocognitive 

function and improvement quality of life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with brain metastases 
 

Xie Congying,Jin Xiance ,Lihao Zhao 
the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00 

 

Background  Brain metastasis (BM) is a poor prognostic factor for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NSCLC). The efficacy and roles of combining temozolomide (TMZ) with whole brain radiotherapy 
(WBRT) in protection neurocognitive function (NCF) and improvement quality of life (QOL)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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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ed and compared with WBRT alone in the treatment of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patient with BM.  
Methods  A total of 238 NSCLC patients with BM were reviewed and categorized into WBRT plus 
TMZ arm and WBRT alone, respectively. The efficacy were evaluated with Pearson chi-square or 
Fisher's exact tests, Log-rank test and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NCF was assessed by 
using revised Hopkins Verbal Learning Test (HVLT-R), Controlled Oral Word Association (COWA) 
test and Trail-making Test (TMT). QOL was assessed by the 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reatment-Lung (FACT-L) Chinese version 4.0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average intracranial objective response (ORR) and disease control rate (DCR) for 
all patients were 26.9% and 95.8%, respectively. The intracranial ORR and DCR for RCT and RT 
arm were 34.9% vs. 20.2% (p= 0.01) and 98.4% vs. 92.7% (p=0.03),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intracranial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of NSCLC patients with BM 
was 5.2 and 7.3 months,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PFS of RCT arm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of RT arm (5.9 vs. 4.9 months, p=0.002). The median OS of the RCT arm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T arm (8.5 vs. 5.9 months), but withou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11). 
Multivariat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MZ was a significant factor for PF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NCF and QOL were observed between CRT and RT arms at 5 
months. RCT showed a trend of toxicities increase compared with RT, however, all the toxicities 
were tolerable and manageable. 
Conclusions  Adding TMZ to WBRT in the treatment of NSCLC patients with BM could improve 
the intracranial ORR , DCR, and median PFS compared with WBRT alone. Although 
no remarkable difference on median OS was found, adding TMZ could prevent NCF and QOL 
from worsening. The side effects increased by adding TMZ,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nd toxicities were well tolerated. 
 
 
PR-072 

Treatment outcome comparisons between exon 19 and 21 

EGFR mutations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after first-line and 

second-line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Xie Congying,Jin Xiance ,Huafang Su 
the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325000 

 

Background  Recent studies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requency of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gene mutation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s (MPEs). However, the sensitivity of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TKIs) in NSCLC patients with MPE for different EFGR mutations was less report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first-line and second-line EGFR-TKIs in the treatment of 
NSCLC with MPEs harboring exon 19 deletion and L858R mutation. 
Methods  From 2010 to 2015, 203 NSCLC patients with MPEs harboring EGFR mutation treated 
with EGFR- TKIs were reviewed. The efficacy were evaluated with Pearson chi-square or Fisher's 
exact tests, Log-rank test and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Results  The 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 and disease control rate (DCR) for patients treated 
with first-line and second-line EGFR-TKIs were 21.9%, 91.4% and 14.7%, 85.3%, respectively. 
The overall median PFS and OS of enrolled NSCLC patients with MPE were 9.3 months (95% Cl, 
8.4-10.2 months), 20.9 months (95% Cl, 18.9-22.9 months) after first-line TKIs, and 7.6 months 
(95% Cl, 6.6-8.6 months), 15.3 months (95% Cl, 13.6-15.9 months) after second-line 
TKIs, respectively. The exon 19 deletion arm had a longer median PFS (9.4 vs. 7.1 
months, p=0.003) and OS (16.8 vs. 13.8 months, p=0.003) compared with the L858R mutation 
arm after second-line TKIs. ECOG PS (PFS: P=0.004; OS: P=0.01) and TNM stage (P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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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 OS: P=0.002) wer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PFS and OS for NSCLC patients with 

MPE treated by first-line TKIs. ECOG PS (0-1) (PFS: p=0.004; OS: p<0.001) , TNM stage (Ⅳa) 

(PFS: p=0.04; OS: p=0.007) and exon 19 deletions (PFS: p=0.02; OS: p=0.02) were related to a 
longer PFS and OS for patients treated with second-line TKIs.Gender was also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OS (p=0.04) for patients treated with second-line TKI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side effects between NSCLC patients with exon 19 and 21 mutations in 
the first or second-line EGFR-TKIs.    
Conclusions  EGFR genotype wa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PFS and OS. No significant side 
effect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mutation groups was observed for first or second-line EGFR-
TKIs.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EGFR mutations a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for advanced 
NSCLC patients with MPE receiving second-line EGFR-TKIs treatment. 
 
 
PR-073 

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适形调强与容积旋转调强技术的临床效果

比较 

 
李丹明 孙新臣 葛小林 曹远东 张胜 穆庆霞 杨焱 王沛沛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疗科 210029 

 

目的  比较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carcinoma, NSCLC)常规静态调强(Step-and-

shoot 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 ,sIMRT)和容积旋转调强(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两种放疗技术的临床效果。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收治的 68 例分别行适形调强和容积旋转调强的

NSCLC 患者，其中行 sIMRT 组 38 例，VMAT 组 30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近期和远期临床效果及比

较不良反应。 

结果 除放射性食道损伤外，两组余急性不良反应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sIMRT 组和 VMAT 组

有效率为 76.3%和 80.0%，中位 OS 分别为 23.0 月(95％CI:20.4-25.5)和 24.3 个月(95％ CI:21.6-

26.9)；PFS 分别为 15.5 个月(95％CI:13.5-17.6)和 16.2 个月(95％ CI:13.5-18.9)；LRR 时间分别

为 17.1 个月(95％CI:14.6-19.6)和 18.4 个月(95％CI:15.8-21.1)；DM 时间分别为 20.3 个月(95％

CI:17.5-23.1)和 20.8 个月(95％ CI:17.5-24.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VMAT 技术能够获得与 sIMRT 技术相同的临床疗效，VMAT 可以降低放射性放射性食道损伤

的发生，而没有增加其他放化疗的不良反应，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 

 
 
PR-074 

EGFR 突变的 I-III 期肺腺癌术后脑转移预后分析 

 
王静 张天 王长利 孙蕾娜 李琪 陈曦 尔璞醇 王煜雯 王平 庞青松 

天津市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分析 EGFR19/21 外显子突变的 I-III 期肺腺癌术后患者脑转移的预后情况，探讨这部分人群

脑转移后最佳治疗方式的选择。 

方法  收集我院 2011.1-2014.12 收治的 I-III 期肺腺癌患者资料，选取其中接受根治性手术治疗的、

术后病理证实为腺癌，并且基因检测结果显示具有 EGFR19 或 21 外显子突变的患者共 560 例（排

除 3 例 19 及 21 同时突变的病例），其中 113 例患者一线进展为脑实质转移，中位脑转移时间为

17 个月，对这部分患者进行随访，中位随访时间 30 个月。 

结果  全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 35 个月，1 年、2 年生存率分别为 95.6%、74.0%。多因素分析发

现脑转移灶的数量及脑转移后治疗方式的不同影响患者的预后。颅内转移灶≤3 个（HR 3.34; 95% 

CI: 1.89, 5.91;P=0.000）及脑转移后首选的治疗方式（HR: 0.68; 95% CI: 0.54, 0.85;P=0.001）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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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联合靶向治疗的患者具有生存优势。脑转移后首选放疗、化疗、靶向治疗以及放疗联合靶向治

疗的患者近期有效率分别为 63.0%、26.7%、50.0%及 89.7%，且不良反应发生率相似。四组患者

的脑转移后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20 个月、4 个月、12 个月以及 25 个月（P=0.001），颅内 PFS

分别为 12 个月、7 个月、10 个月以及 34 个月，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0）。 

结论  EGFR19/21 外显子突变的 NSCLC 人群，出现脑转移后，其预后与脑转移灶数量以及脑转移

的治疗方式选择有关，放疗与 TKI 联合的治疗方式可能对脑转移灶的控制以及预后有利。 

 
 
PR-075 

18F-alfatide PET/CT 用于预测晚期及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

者同步放化疗的近期疗效 

 
栾晓慧

1
 袁双虎

1
 黄勇

1
 高嵩

2
 腾学鹏

1
 孙晓蓉

1
 

1.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 

2.济宁市传染病医院 

 

目的  旨在探索 18F-alfatide PET/CT 对晚期及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同步放化疗

(CCRT)近期疗效的预测价值。该研究受到―于金明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201402011）‖的基金支

持。 

方法  入组拟行 CCRT 的 III 期及 IV 期 NSCLC 患者，在 CCRT 前 1 周内接受 18F-alfatide PET/CT

检查。通过感兴趣区测量原发肿瘤的最大标准化摄取值 SUVmax、标准化摄取值峰值 SUVpeak、

平均标准化摄取值 SUVmean 和肿瘤体积 TV。同时我们还测量了正常组织（肺组织、血池及肌

肉）的 SUVmax，并将原发肿瘤的 SUVmax 与正常组织的 SUVmax 的比值命名为

T/NT(T/NTlung、T/NTblood 和 T/NTmuscle)。CCRT 结束后 1 个月按 RECIST 评价标准评价近期

疗效，将患者分为治疗有效组（CR 和 PR）和治疗无效组(SD 和 PD)。研究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

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研究发现治疗无效组的 SUVmax、SUVpeak、T/NTlung、T/NTblood 和 T/NTmuscle 明显高

于治疗有效组(P=0.0024、0.016、＜0.001、0.003 和 0.004)。ROC 分析显示 SUVmax、

SUVpeak、T/NTlung、 T/NTblood 和 T/NTmuscle 的阈值分别为 5.65、4.46、7.11、5.41 和

11.75，T/NTlung 的曲线下面积(AUC=0.944)明显高于 SUVmax、SUVpeak、T/NTblood 和

T/NTmuscle (AUC=0.815、 0.864、 0.889 和 0.901)。SUVmax 预测肿瘤近期疗效的敏感性、特

异性及准确度分别是 77.8%、88.9%和 83.3%。T/NTlung 预测肿瘤近期疗效的敏感性、特异性及

准确度分别为 88.9%、100%和 94.4%。SUVpeak、T/NTblood 和 T/NTmuscle 预测肿瘤近期疗效

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度都分别为 88.9%、88.9%和 88.9%。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T/NTlung 是晚期 NSCLC 患者 CCRT 的近期疗效的独立的预测因素(P=0.032)。 

结论 18F-alfatide PET/CT 对晚期 NSCLC 患者 CCRT 的近期疗效具有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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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76 

调强放疗与三维适形放疗技术对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放射性肺

损伤影响的临床研究 

 
姜威

2,1
 王静波

1
 吉喆

3,1
 曹建忠

4,1
 孙帅

5,1
 毕楠

1
 梁军

1
 惠周光

1
 周宗玫

1
 王小震

1
 冯勤付

1
 吕纪马

1
 王绿化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 

3.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4.山西省肿瘤医院 

5.北京协和医院 

 

研究目的  调强放射治疗（IMRT）技术在胸部放疗中具有独特的剂量分布特点，其对局部晚期非小

细胞肺癌放疗所致肺损伤的影响尚不确定。本研究将通过大样本的分析对 IMRT 和三维适形放疗

（3DCRT）产生放射性肺损伤的情况进行比较。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2 年至 2011 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放疗的 480 例局

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包括 180 例 3DCRT 治疗和 300 例 IMRT 治疗的患者。采

用 CTCAE4.0 标准评价症状性放射性肺炎（SRILT），及 2 级以上放射性肺炎。使用卡方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比较 IMRT 和 3DCRT 两种技术间 SRILT 的发生情况，并分析 SRILT 相关预测因

素。比较两组间剂量学差异，并评估其与肺损伤的关系。 

研究结果  全组患者 SRILT 的发生率为 21.7%（104 例）。双肺 MLD≥17.5Gy、V5≥62.5%、

V20≥29.2%的 SRILT 发生率明显高于双肺 MLD<17.5Gy、V5<62.5%、V20<29.2%(分别为 42.1% 

vs. 17.5%、28.5% vs.19.0%、36.9% vs.18.4%)。其他参数（包括患、健肺 MLD、双肺及患肺

V5-V60、健肺 V5-V15）的 SRILT 发生率也显示相同趋势。与 3DCRT 相比，IMRT 可显著降低

SRILT 的风险（27.8%vs.18.0%，P=0.026），配对及校正后仍具有统计学意义。剂量学比较显

示，IMRT 增加了双肺 V5-V10、患肺 V5-V15、健肺 V5 而降低健肺 V15-V60。在双肺

MLD≥17.5Gy 组，IMRT 降低 SRILT 风险的优势更为显著，IMRT 和 3DCRT 两组 SRILT 的发生率

分别为 29.5%和 53.7%，P=0.024。其他剂量学参数同样体现出 IMRT 的该特点。在 PTV 较大

（≥506.4ml）的患者中，IMRT 组 SRILT 发生率为 18.5%，显著低于 3DCRT 组 36.1%。 

结论  与 3DCRT 相比，IMRT 可独立降低局部晚期 NSCLC 患者 SRILT 的发生风险，并且能通过

改善肺部剂量分布更好的保护正常肺组织。 

 
 
PR-077 

外周型肺癌患者 4-D CT 与呼吸门控技术勾画靶区 PTV 的比较 

 
何汉平 皮国良 黎艳萍 毕建平 李莹 何正中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目的  进行 4-D CT 与呼吸门控技术勾画靶区 PTV 体积的比较，从而找到临床上缩小计划靶区的方

法。 

方法  选择 12 例外周型肺癌(排除淋巴结转移)患者分别使用 4-D CT 扫描技术及呼吸门控技术定

位，并在 TPS 计划系统勾画靶区，比较 2 者计划靶体积的大小,并分析相关因素的影响。入组患者

心肺功能均正常，呼吸稳定，且能配合 ABC 辅助呼吸，屏气时间>30 s，自愿人组且签署知情协议

书。  

结果  肿瘤 GTV 体积为 5.5ML-85ML。PTV 门控体积为 27.5ML-128.6ML,而 PTV4-D 体积为

46.1ML-162.3ML,体积之比为 1.2-2.1 倍。与之相关因素分析：1.肿瘤部位：以同侧肺门为界，肺

门上肿块平均 PTV 之比为 1.3，而肺门下肿块平均 PTV 之比为 1.8，上肺体积之比小于下肺 

P=0.021  2.肿瘤大小与 PTV 之比：肿瘤体积越大则比值越小，肿瘤体积越小则比值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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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呼吸门控技术及 4-D CT 扫描技术均可以提高放疗精确性。呼吸门控技术 PTV 明显小于 4-D

技术所勾画 PTV。肿瘤体积小且位于下肺时，呼吸门控技术能够更加明显缩小肿瘤 PTV，从而减

少放射性损伤。 

 
 
PR-078 

放化疗后长期生存 LA-NSCLC 患者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冉俊涛 毕楠 王静波 周宗玫 惠周光 梁军 王绿化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100021 

 

目的  评价放化疗后长期生存（≥5 年）LA-NSCLC 患者总体生活质量和主要症状，分析影响生活质

量的临床和治疗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 2006-2010 年不可手术、接受放化疗的 LA-NSCLC 患者临床、治疗和随访数据。应用

EORTC QLQ-C30 和 QLQ-LC13 问卷评价长期生存患者生活质量；应用 Mann-Whitney U 检验或

KrusKal-Wallis 检验分析影响生活质量的临床、治疗和社会因素。 

结果  505 例不可手术 LA-NSCLC 患者接受放化疗，82 例存活≥5 年，55 例完成生活质量问卷调

查。完成问卷调查组同步放化疗(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CRT)占 58.2％、客观缓解率为 78.2％，显著高于未完成问卷调查组

(40.2％和 64.2％，均 p<0.05)。55 例接受放化疗后存活≥5 年 LA-NSCLC 患者总体生活质量

(Global QoL, QL)评分较量表最大值下降幅度最大 

(76.67±15.91 vs. 100)，而躯体功能(86.06±14.53)、情绪功能(89.58±14.65)、社会功能

(93.94±13.75)、认知功能(94.24±12.51)和角色功能(91.21±17.53)评分下降幅度小。长期生存的主

要症状包括疲乏(49/55, 89.1%, 27.02±15.77)、呼吸困难(37/55, 67.3%, 24.85±19.48)。年龄、是

否锻炼、是否吸烟与 QL 评分显著相关；是否锻炼、接受 CCRT 与疲乏症状显著相关；年龄、男性

和放射性肺炎与呼吸困难症状显著相关。 

结论  尽管放化疗后长期生存 LA-NSCLC 患者总体生活质量下降，但患者正常功能损伤不明显；长

期生存不适症状以疲乏和呼吸困难为主。年龄、是否锻炼、是否吸烟、治疗方案和放射性肺炎是影

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PR-079 

益气活血养阴解毒方对放射性肺损伤的治疗作用 

 
潘纯国 

江西省肿瘤医院 330029 

 

目的  探讨益气活血养阴解毒方对放射性肺损伤的治疗作用以及对 TGF-β1、TNF-α 表达的影响。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法将 90 只大鼠分为 A 组（空白对照）、B 组（照射）、C 组（激素+照射）、

D 组（中药低剂量+照射组）、E 组（中药正常剂量+照射组）、F 组（中药高剂量+照射组）六

组，分别于放射结束后的第 7d、14d、21d、28d、60d 随机断颈处死 5 只大鼠，获得左肺标本进

行肺部病理学评分，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各时期大鼠肺部 TNF-α 和 TGF-β1 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B 组各时期肺部损伤评分、TGF-β1 和 TNF-α 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其他五组，E 组和 F 组各

时期肺部损伤评分、TGF-β1 和 TNF-α 表达水平均显著低于 C 组；随着中药给药剂量的上升，肺

部损伤评分、TGF-β1 和 TNF-α 表达水平呈现下降趋势。 

结论  与激素相比，益气活血养阴解毒方可有效降低放射性肺损伤、TGF-β1 和 TNF-α 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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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80 

肺癌患者放疗致放射性肺炎的影响因素分析 

 
章阳 

湖北省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探讨放疗致肺癌患者发生放射性肺炎 (ＲP) 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择 我院接受胸部适行放疗的肺癌患者 104 例，分为发生 ＲP 组和未发生 ＲP 组。采用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生ＲP 的影响因素。 

结果 104 例患者共 29 例发生 ＲP，ＲP 发生率为 27. 9%。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放

疗总剂量与放疗前 TNF － α 水平是 ＲP 的危险因素 (OＲ =3. 779、1. 912，P =0. 002、0. 046)。 

结论 肺癌放疗患者的放疗总剂量≥60 Gy 与放疗前 TNF－ α 水平是发生 ＲP 的危险因素，患者接

受放疗时应测量患者放疗前 TNF － α 水平和控制放疗总剂量，以降低 ＲP 发生率。 

 
 
PR-081 

从中医方剂学的君臣佐使原则谈放射性肺炎 

 
叶文静

1
 贾钰铭

2
 李婷

1
 雷开键

2
 谭榜宪

1
 

1.川北医学院 

2.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君臣佐使‖是方剂学术语，最早见于《黄帝内经》，为方剂配伍组成的基本原则，它指导了中医药

的基本运用。―素问 至真要大论‖说：―主药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在现代医学中，中

医同西医相互渗透，很多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均可用―君臣佐使‖来解释和指导。放射性肺炎作为胸部

肿瘤放疗时最常见的并发症，预防其发生尤为关键。笔者通过方剂学中的―君臣佐使‖原则来论述放

射性肺炎。将放射性肺炎的防治策略与与方剂学的君臣佐使原则将结合，体现中西医的相通之处，

提示我们应以更加长远、科学的眼光看待中西医的发展问题。 

 
 
PR-082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肺癌诱导化疗不同周期数对放疗疗效影响的 

临床分析 

 
陶华 钱普东 王丽君 孙秀锦 鱼红亮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对于晚期不可手术切除的非小细胞肺癌临床上通常先进行诱导化疗缩小肿瘤靶区后再进行放

疗，诱导化疗周期数为 2-6 周期，而诱导化疗周期数是否会影响放疗疗效，文献上鲜有报道，本研

究对此主旨进行探讨。 

方法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8 月，本院收治的 31 例晚期不可手术非小细胞肺癌（鳞癌 25 例，腺

癌 6 例），IIIA 期 6 例，IIIB 期 20 例，IV 期 5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以铂类为基础的诱导化疗后放

疗，其中 A 组诱导化疗周期数 2—4 周期的 17 例，B 组诱导化疗 4—6 周期的 8 例，C 组诱导化疗

大于 6 周期的 6 例。诱导化疗与放疗之间间隔中位时间 4 周（范围 2.7 周—6.1 周），放疗剂量

60Gy/30 次，20 例患者期间接受了同步化疗。 

结果  客观缓解率三组分别为 A 组（PR+CR 13 例（82%）），B 组（PR+CR 5 例（63%）），C

组（PR+CR 2 例（33%））（P=0.002）；3 年无进展生存率三组分别为 A 组 33%，B 组 23%，

C 组 10%（P=0.03）； 3 年总生存率三组分别为 A 组 40%，B 组 31%，C 组 12%（P=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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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诱导化疗周期数为 2-4 周期组的放疗疗效优于诱导化疗周期数为 4-6 周期组和诱导化疗周期

数为大于 6 周期组，诱导化疗期数多是否造成化疗耐药而影响放疗疗效值得进一步探讨。 

 
 
PR-083 

肺癌放射治疗后 CT 影像变化特点分析 

 
常冬姝 

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00036 

 

肺癌是呼吸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大部分患者在

确诊时已失去手术机会。随着放射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放疗在肺癌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广泛应用

于肺癌的各个时期。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更多无创的、可重复的影像学检测技术被应用在肺癌

的早期诊断、放疗靶区勾画、疗效判断等方面。本文通过治疗后时间变化、放射治疗总剂量、放射

治疗分次剂量、照射体积、放射治疗技术几个方面，针对肺癌患者放射治疗后 CT 影像变化的特

点，分析肿瘤凋亡及正常组织器官损伤的影像变化规律，为临床肿瘤科医生判断疗效、鉴别诊断及

综合治疗规划提供参考。 

 
 
PR-084 

CT 引导下插植放疗联合区域阳性淋巴结调强放疗治疗局部晚期

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的初步研究结果 

 
吴敬波 林盛 张建文 文庆莲 罗惠群 任培蓉 杨红茹 杨波 庞皓文 孙小杨 范娟 吴敬波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评价 CT 引导下插植放疗联合区域阳性淋巴结调强放疗治疗局部晚期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初

步治疗效果 

方法  32 例病理证实的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入组本临床试验.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肺原发灶

采用插植放疗. 

单次处方剂量为 30Gy,90%剂量曲线包含 GTV.采用 6MV 光子线照射阳性淋巴结,其中 95%剂量曲

线包绕 GTVnd,在满足正常器官耐受的条件下至少予以 70Gy 总剂量.所有患者接受同期或序贯化疗.

我们关注患者的放疗毒性及生活质量,尤其是肺功能.我们还分层分析肿瘤位置与放射毒性之间的关

系.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是 37 个月(10-58 个月).插植放疗后有 5 例患者出现无症状的轻度气胸,并自行吸

收,七例患者中观察到 3 或 4 级血液学毒性。随访期间，无 RTOG 晚期毒性标准的放射性肺炎出

现。总有效率（CR+PR）原发灶和阳性淋巴结分别为 100%和 94.5%。2 年和 3 年的总生存率分别

为 69.1%和 41.3%，中位生存时间为 23.2 个月。 

结论  CT 引导下插植放疗联合区域阳性淋巴结调强放疗治疗局部晚期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是可行的,

初步结果显示出良好的局控率和总生存率,而且没有明显增加放射损伤. 

 
 
PR-085 

CT 引导下插植放疗治疗肺转移癌 

 
向莉 吴敬波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646000 

 

目的  评价 CT 引导下插植放疗治疗肺转移癌的疗效及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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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从 2013 年 10 月至 2016 年 7 月共 15 例肺转移癌患者(5 例非小细胞肺癌肺内转移,4 例乳腺

癌,3 例鼻咽癌,3 例结直肠癌)入组前瞻性临床试验,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并拒绝手术治疗.在 CT

引导下,依据肿瘤大小设置插植针位置,针间距为 1cm,采用后装插植放疗方式,单次剂量依据原发灶

来源予以 25Gy-30Gy 的处方剂量.研究终点包括操作并发症如气胸,血胸,感染等,以及放疗不良反应,

局控率.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 25 个月(1-34 个月),共插植治疗 21 个病灶,直径为 1-2.5cm(中位数 1.8cm).平

均治疗时间为 45 分钟(21-56 分钟),没有观察到严重的操作并发症.2 例患者出现气胸,5 例患者出现 I

度骨髓抑制,有效率为 100%,2 年局控率为 90.2%,2 年总生存率 75.1% 

结论  CT 引导下插植放疗治疗肺转移癌是安全可行的,初步显示出良好的局控率和总生存率,需要进

一步扩大样本量及延长随访时间验证治疗效果. 

 
 
PR-086 

CT 引导放射性 I-125 粒子植入治疗胸部复发、转移肿瘤 

初步结果 

 
吉喆 姜玉良 王俊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191 

 

目的  肺癌经治后复发或其它肿瘤的肺转移癌是目前的治疗难点，往往治疗手段有限，预后不佳，

且多为姑息治疗，需要平衡治疗方案的疗效、安全性及患者的生活质量。本次研究意在分析我科患

者放射性 I-125 粒子植入治疗胸部肿瘤的初步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纳入自 2015 年 01 月至今于我科接受放射性 I-125 粒子植入治疗胸部复发、转移的恶性肿瘤

患者的数据，分析粒子植入治疗胸部肿瘤的疗效及安全性。研究分为两组，复发肺癌组和肺转移癌

组。粒子植入流程按科内常规进行，包据术前计划设计、术中治疗方案优化、CT 引导下穿刺、粒

子植入、术后评估验证。接受 3D 打印模板引导的患者要进行术前 CT 定位及模板的设计和制作。

近期疗效评价采用实体瘤评价标准（RECIST）v1.1，不良反应评价采用不良事件常用术语评定标

准（CTCAE）v3.0。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Kaplan-Meier 方法分析肿瘤局部控制率、患者生

存率。 

结果  2015.01-2016.06 共 35 例病例纳入分析，非小细胞肺癌 17 例，肺转移癌 18 例，I-125 粒子

植入治疗共 41 个病灶，非小细胞肺癌 18 个，肺转移癌 23 个。截至 2015.06，中位随防 5.2 个月

（0.1-16.9 个月），4 例失访，随访率 89%。随访期间 19 例无局部进展，粗算局控率 61%，

NSCLC 组、肺转移组分别为 60%、62%。患者总体 1 年生存率为 58%，NSCLC 组和肺转移组分

别为 68%和 48%。共有 7 例患者死亡，死亡原因为 1 例气管食管瘘、3 例胸腔广泛转移进展、3 例

晚期恶病质。患者总体 1 年局控率为 43%，NSCLC 组和肺转移组分别为 59%和 23%。毒副反应

上，有 1 例患者出现有症状的肺炎，其余未见明显的放射性毒性；共有 12 例气胸，发生率 29%，

其中 4 例需要外科干预进行闭式引流（10%）。咯血及胸壁气肿的发生率分别为 12%和 7%，详见

表 4。 

结论  放射性 I-125 粒子植入治疗胸部恶性肿瘤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1 年累积局控率约

40%，毒副反应小，剂量需进一步摸索，后续临床治疗上拟进一步延长随访、扩大样本量后进行相

关预后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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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87 

MicroRNA-451 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其与放疗敏感性和预

后的关系 

 
苏群 高力英 李益民 张明 韩鹏炳 董芳 王小虎 

甘肃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730050 

 

目的  实验研究已表明 microRNA-451(miR-451)与非小细胞肺癌(NSCLC)放疗敏感性有关，但关于

miR-451 在 NSCLC 中的临床意义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 miR-451 在 NSCLC 中的表达水平及

其与放疗敏感性和预后的关系。 

方法  纳入在我院接受放射治疗的 NSCLC 患者 80 例，采用 RT-PCR 方法检测组织标本中 miR-

451 的相对表达量，并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放疗敏感性和预后的相关性。按照 RECIST1.1 实

体瘤疗效评价标准以及局部无进展生存期(PFS)将患者分为放疗敏感组(CR+PR; 中位局部 PFS)和

放疗抵抗组(SD+PD; ≤中位局部 PFS)。 

结果  与正常组织相比，NSCLC 组织中的 miR-451 表达水平降低(P＜0.001)。miR-451 表达水平

与肿瘤大小、淋巴结和远处转移呈负相关(P＜0.05)。miR-451 在放疗敏感组中的表达水平较抵抗

组增高(P＜0.05)。Kaplan-Meier 生存曲线显示 miR-451 低表达组患者放疗后的生存时间短于高表

达组(P＜0.05)。多因素 COX 比例回归模型分析提示 miR-451 表达水平是 NSCLC 患者预后的独立

预测因素(P＜0.001)。 

结论  NSCLC 组织中 miR-451 表达量可作为评价 NSCLC 放疗敏感性和预后的预测指标。未来可

进一步开展大规模、前瞻性研究证实 miR-451 的临床应用价值。 

 
 
PR-088 

伽玛刀治疗左肺鳞癌伴左肺完全不张获得缓解一例 

 
冯思奇 李开信 王德胜 曹亮 燕杰 陈鲁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六医院 243100 

 

目的  左肺鳞癌伴左肺完全不张的治疗，快速缓解肺不张症状。 

方法  立体定向冲击放射治疗处理左肺病灶。 

结果  在仅照射 14Gy/4F 后发现患者塌陷胸廓恢复，左右胸廓基本对称，叩诊左胸闻及清音，主气

管位置正常。使用原有定位参数重新定位，定位 CT 示：左侧肺门旁肿块影有缩小，左肺肺不张征

象已消失，左侧胸腔积液已吸收。 

结论  分析两次放疗的 TPS 计划，病灶在伽玛刀放疗仅 14Gy/4F 后肿块体积从 139.7cm3 缩小至

80.3cm3，位置偏移约 5.3cm。肺鳞癌病灶本身对于放射治疗就比较敏感，且伽玛刀治疗采取少分

次的剂量模式，TPS 显示单次照射 CTV 平均受量 5.56Gy，远大于常规分割方式的每次 2Gy。故堵

塞左主支气管的肿块能快速缩小，使不张的左肺重新得以正常充盈，胸腔内的解剖位置发生巨大变

化。若继续沿用原来的放疗计划，则很容易偏离靶区。尝试在从新定位的 CT 图像上仍旧以原来靶

点坐标布靶，则剂量线严重偏离靶区（如图 5 所示）。按照 49Gy/50%剂量线/14F 给量，则能完全

包绕 PTV 的最大剂量仅为 7.84Gy。对于此类单侧肺完全不张的病人，临床上属于急症，因以快速

解除症状为首要目的。配合精准的放疗定位，得以实现单次大剂量的冲击放疗，能快速消退堵塞在

支气管内的肿块。同时也要特别注意其肺不张恢复情况，及时调整放疗计划以适应病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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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89 

放射性肺损伤预测模型在局部晚期肺鳞状细胞癌患者中的应用 

 
梁世雄 周子洋 宋晓 李业飞 李芳娟 吴爱鲁 蔡勇 贺晓东 

上海市肺科医院 200433 

 

目的  拟建立一个预测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根治性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肺损伤(Radiation-

induced Lung Injury, RILI)的模型。 

方法  前瞻性随访分析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上海市肺科医院接受根治性放疗（剂量 56-

64Gy/28-32 次/6-7 周）的 153 例局部晚期（IIIA/IIIB）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和剂量学资料，在

高分辨率螺旋 CT 上评估患者治疗前的肺气肿（pulmonary emphysema，PE）及亚临床间质性肺

疾病（subclinical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sILD）等影像学改变并分级。采用 ACTCE 4.0 标准对

RILI 进行分级，以发生≥2 级 RILI 为观察终点，随访时间≥6 个月（包括未达 6 个月但发生≥2 级

RILI 的患者）。 

结果  153 例患者中发生≥2 级 RILI 共 33 例，发生率 21.6%。单因素分析显示，平均肺剂量

（mean lung dose，MLD）、PE 及 sILD 与≥2 级 RILI 的发生相关（P<0.05），性别、年龄、吸烟

史、病理类型、化疗方式及其他剂量学因素与≥2 级 RILI 发生无关（P>0.05）。经分层分析发现，

这种相关性在腺癌患者中不明显而在鳞癌患者中更明显，其中，MLD 越高、PE 及 sILD 越严重的

患者发生≥2 级 RILI 的风险更高。多因素分析显示 PE≥2 级、sILD≥1 级及 MLD≥12Gy 均为鳞癌患

者放疗后发生≥2 级 RILI 的独立风险因素。我们根据这些结果在鳞癌患者中建立了一个与≥2 级 RILI

发生相关的评分模型：Predictive Risk Score=10（if sILD≥1 级）+4（if PE≥2 级）+3（if 

MLD≥12Gy）。评分为 0 分、1-10 分及＞10 分的鳞癌患者例数为 37 例、49 例及 7 例，其二级以

上 RILI 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 8.1%、20.4%和 8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P<0.01）。

ROC 曲线分析显示，该模型预测鳞癌患者发生≥2 级 RILI 的效率优于单独 PE 或者单独 sILD 的预

测效率，曲线下面积达 0.79（P<0.01）。 

结论  MLD、PE 及 sILD 均为影响局部晚期肺鳞癌患者放疗后发生≥2 级 RILI 的独立风险因素，这

三个因素的联合能有效提高肺鳞癌患者接受放疗后发生≥2 级 RILI 的预测效率。 

 
 
PR-090 

Tomo Direct 技术在非小细胞肺癌放疗中的应用 

 
戴相昆 曲宝林 杜乐辉 陈高翔 宋明勇 解传滨 

解放军总医院放疗科 100853 

 

目的 分析比较固定野断层调强技术（Tomo Direct , TD)和静态调强（ IMRT）技术治疗非小细胞肺

癌的剂量学差异，评估 TD 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已接受 IMRT 治疗的 11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保持原 IMRT 计划照射野角

度，重新设计 TD 计划。肿瘤靶区体积（PGTV）给予 60 Gy/25 次，计划靶区体积（PTV）给予

50 Gy/25 次。评估两组计划靶区的 D2%、D98%、D5%、D95%、适形指数(CI)、均匀性指数(HI),

分析患侧肺、健侧肺、心脏、脊髓等危及器官（OAR）剂量参数，比较治疗时间和机器跳数(MU)

的差异。 

结果 TD 组计划于 IMRT 组计划结果比较显示，患者健侧肺受量 V5、V10、V15、V20、V30 以及

Dmean 参数 TD 组计划均优于 IMRT 组，其中 V5、V10 具有统计学意义（t=3.728，6.25；

p=0.004,0.001）；对于患者患侧肺受量 V5、V10、V15、V20、V30 以及 Dmean 同样 TD 组计划

均略优于 IMRT 组，但均无统计学意义。对于患者的心脏、脊髓和食管受量方面，TD 组计划均略

优于 IMRT 组。 在靶区受量方面，两组计划中 PGTV 的 D2、D98、D95、Dmean 和 HI 均较为相

近且无统计学差异；PTV 靶区的 D2、D98、D95、Dmean 和 CI 也同样较为接近且无统计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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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在执行效率方面，TD 组计划与 IMRT 组计划出束时间无统计学差异，但是 TD 组计划的 MU

跳数远高于 IMRT 组计划。 

结论  与治疗肺癌常用的静态调强技术比较，固定野断层调强技术可以在保证相同的靶区覆盖、均

匀性等情况下，更好的保护患者的健侧肺、食管、心脏和脊髓等重要器官，并且并未增加额外的治

疗时间，因此固定野断层调强技术可以较好的应用于肺癌的临床治疗，并且应作为肺癌放射治疗的

优选技术之一。 

 
 
PR-091 

调强放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疗效分析 

 
肖红 谭崇富 王希 王鹏 李建军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肿瘤科 400038 

 

目的  探讨调强放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 

方法  2012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采用调强放疗的 50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与随机抽取的同期常

规放疗的 50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对照,对比观察两组患者的近期疗效，1、2 年生存率全缓解率分别

为 45.2%和 21.4% (P＜0.05),两组 1、2 年生存率，中位生存期和毒副反应。 

结果 治疗组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78.2%和 65.2%，其中完全缓解率分别为 40.7%和 21.4%( P

＜0.05)，两组 1、2 年生存率分别为 84.5%vs61.7% 和 47.5%vs35.6%。两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分

别为 28.4 个月和 17.3 个月。两组血液学毒性及急性放射肺、食管损伤发生率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调强放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优于常规放射治疗。 

 
 
PR-092 

引流区 1-2 个转移淋巴结非小细胞肺癌调强同步大分割推量放射

治疗的有效性安及全性初步探讨 

 
李青松 卢冰 欧阳伟炜 苏胜发 马筑 陈娟 王羽等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贵州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科 550000 

 

目的  探讨引流区 1-2 个转移淋巴结非小细胞肺癌调强同步大分割推量放射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

性。 

方法  2009—2015 年收治的 10 例不能耐受手术或拒绝手术的Ⅱ-Ⅲ非小细胞肺癌患者（Ⅱa 期 3

例，Ⅱb 期 1 例，Ⅲa 期 5 例，Ⅲb 期 1 例），男性 8 例，女性 2 例，年龄 44-82 岁，中位年龄 77

岁。采用调强同步大分割推量放射治疗：肺原发灶 DTGTVp=78Gy/26f(3Gy/f，1f/d，5d/w，LQ 公

式计算 BED 为 101.48Gy)，肺门及纵膈转移淋巴结 DTGTVL =65Gy/26f(2.5Gy/f，1f/d，5d/w，

BED 为 81.25Gy)，治疗完成时间约 5.2 周。WHO 标准评价疗效，RTOG 标准评价毒副反应。 

结果  调强同步大分割推量放射治疗毒副反应可接受，放射性肺炎、食管炎及皮炎主要为 1 级。疗

效评价：完全缓解（CR）40%（4/10），部分缓解（PR）50%（5/10），稳定（NC）

10%(1/10)。中位生存时间为 20 月。1 年、3 年及 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88%、56%及 56%。1 患者

例存活超过 5 年。 

结论  引流区 1-2 个转移淋巴结非小细胞肺癌调强同步大分割推量放射治疗的初步结果认为有效安

全，其不良反应可以耐受，是一种可行的临床治疗方案，由于本研究入组例数较少需要进一步扩大

样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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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93 

1-2 个转移灶 IV 期非小细胞肺癌原发肿瘤体积三维放疗影响生

存——来自前瞻性的多中心、II 期开放性临床研究结果再分析 

 
欧阳伟炜

1,2
 卢冰

1,2
 李涛

3
 王小虎

4
 卢铀

5
 陈明

6
 李建成

7
 柏玉举

8
 苏胜发

1,2
 马筑

1,2
 李青松

1,2
 王羽

1,2
 耿一超

1,2
 

陈娟
1,2

 栗蕙芹
1,2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 

2.贵州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科 

3.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4.甘肃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5.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部肿瘤科 

6.浙江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7.福建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8.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 1-2 个转移灶Ⅳ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原发肿瘤三维放疗的原发肿瘤体积对生存的

影响。 

方法  病例资料来自中国泛珠江三角洲肿瘤协作组的 7 家单位的一项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共入组

203 例患者，原发肿瘤体积（GTV）定义为原发病灶及肺门、纵隔转移淋巴结体积。化疗以铂类为

基础的二药联合中位化疗周期数 4，原发肿瘤中位计划靶体积剂量（PTV）60.3Gy。中位 GTV 

120cm3。73 例患者为仅有 1-2 个远处转移灶，现对这部分患者进行分析。 

结果  73 例 1、2、3 年生存率（OS）和中位生存期（MST）分别为 60.3% 、24.7% 、18.9% 和

17 个月。GTV≥120cm3 的患者与＜120cm3 比较 1、2、3 年 OS 和 MST 分别为 46.4%与

73.3%、14.3%与 31.1%、10.7%与 24.1%和 12 个月与 18 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3）。原发肿瘤放疗＜63Gy GTV≥120cm3 的患者与＜120cm3 比较 1、2、3 年 OS 和

MST 分别为 43.8%与 67.9%、0 与 25.0%、0 与 12.9%和 12 个月与 15 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5）。原发肿瘤放疗≥63Gy GTV≥120cm3 的患者与＜120cm3 比较 1、2、3 年 OS 和

MST 分别为 50.0%与 76.5%、33.3%与 41.2%、25.0%与 37.2%和 11 个月与 23 个月，差异接近

有统计学意义（P=0.085）。2-3 周期化疗 GTV≥120cm3 的患者与＜120cm3 比较 1、2、3 年 OS

和 MST 分别为 40.0%与 84.6%、6.7%与 53.8%、0 与 31.5%和 12 个月与 27 个月，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01）。4-6 周期化疗 GTV≥120cm3 的患者与＜120cm3 比较 1、2、3 年 OS 和 MST

分别为 53.8%与 68.8%、23.1%与 21.9%、23.1%与 18.2%和 17 个月与 17 个月，差异无显著性。

Cox 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性别、年龄、病理类型、T 分期、N 分期、GTV、原发肿瘤放疗剂量、化

疗周期数、近期疗效、转移病灶放疗与否等显示，原发肿瘤放疗剂量≥63Gy、GTV＜120cm3、T1-

2 期及年龄≥65 岁为延长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均 P＜0.05）。 

结论  1-2 个转移灶Ⅳ期非小细胞肺癌采用化疗同期三维放疗原发肿瘤≥63Gy、 GTV＜120cm3 患

者能从局部治疗中生存获益。 

 
 
PR-094 

肺癌患者放疗前后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与 TGF-β 变化趋势的相

关性分析 

 
齐静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探讨肺癌患者放疗前、放疗中以及放疗后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与 TGF-β 变化趋势的相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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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在 2013.1-2015.12 在我院放射治疗科治疗的 40 例肺癌患者，分别记录其放疗前、放疗

1 周、放疗 2 周以及放疗后外周血中 B 淋巴细胞、T 淋巴细胞亚群以及 NK 细胞占外周血淋巴细胞

的百分比，同时采用酶联免疫法（ELISA）测定血清对应时间点的 TGF-β 的表达水平。动态监测

二者的变化趋势。 

结果  CD4
+
T 淋巴细胞、CD8

+
T 淋巴细胞以及二者的比值在放疗中与放疗后的变化水平与 TGF-β

相同时间点的变化水平有明显相关性（P＜0.05）。而 B 淋巴细胞、CD3
+
T 淋巴细胞以及 NK 细胞

的变化趋势则与 TGF-β 相同时间点的变化水平无关（P＞0.05）。 

结论  TGF-β 在肺癌放疗患者体内有可能参与抑制免疫系统活动，并可考虑作为检测放疗中与放疗

后疗效与病情变化的指标。 

  
 
PR-095 

DNA 修复基因和氧化应激相关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放射性肺

炎的相关性研究 

 
杜乐辉 曲宝林 俞伟 黄祥 

中国人民解放军 301 医院 100853 

 

目的  通过对 DNA 修复基因和氧化应激基因的基因分型，探讨其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放射性肺炎之间

的关系，以建立临床实用的放射性肺炎预测模型。 

方法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共招募 149 例肺癌患者。患者在放疗前

留取外周血标本，进行基因分型。根据 CTCAE 4.0 版前瞻性评价放疗中及疗后放射性肺炎的发生

情况，评估终点为 2 级及 2 级以上放射性肺炎。采用液相芯片 SurPlexTM-xTAG 方法基因分型，

共选择分析了 5 个基因 6 个位点，包括 GTSP1、MTHFR、ERCC1、ERCC2 和 XRCC1。统计方

法采用 SPSS 20.0 软件,用 Kaplan Meier 法评估 2 级及以上肺炎的累积发生率，并用 log-rank 检验

比较分析组间差异。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与临床变量及基因型与肺炎风险

的相关性。 

结果  149 例肺癌患者中位随访时间 9 月（1.1-23.7 月）。其中 2 级及以上肺炎发生率为 38.3%

（57 例），肺炎发生的中位时间为 2.6 月（1-6 月)。同时我们发现 GTSP1 rs1695 基因多态性显

著增加放射性肺炎风险的发生 AG+GG (adjusted HR=3.543, 95% CI=1.770-7.092, P<0.001)。 

MTHFR rs1801133 和 ERCC1 rs11615 两个位点的多态性显著降低肺炎风险, MTHFR rs801133 

CT+TT(adjusted HR= 0.403, 95%CI=0.187-0.871, P=0.02146); ERCC1 rs11615 CT+TT(adjusted 

HR=0.497,  95%CI=0.250-0.989, P=0.046)。同时进行联合分析发现随着危险等位基因个数的增

加，肺炎发生风险也相应增加 (3 vs 0-2:adjusted HR=2.714, 95% CI=1.070-6.886, P=0.036; 4-6 

vs 0-2: adjusted HR=5.194, 95% CI=1.913-14.099, P=0.001)。 

结论  GSTP1 rs1695 基因多态性显著增加放射性肺炎的风险，MTHFR rs1801133 和 ERCC1 

rs11615 的多态性能降低放射性肺炎的风险。GTSP1、MTHFR 和 ERC11 可以作为放射性肺炎发

生的预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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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096 

Computed Tomography Number Changes of Gross Tumor Volume 

with MVCT Scans in Tomotherapy May Early Detect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Zhang Nasha,Wu Zhenxuan,Zhu Hui,Gu Jiabing,Kong Li,Yu Jinming 
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250117 

 

Purpose  Evidences have showed that the computed tomography number (CTN) for tumor and 
certain normal structures can change after irradiation. We explored whether CTN changes of 
gross tumor volume with MVCT scans in Tomotherapy may be an early indicator for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NSCLC patients.  
Method  Patients with stage I to III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were eligible in this prospective 
study. MVCT scans were acquired during tomotherapy. The distribution of CTN and the mean 
values from the first treatment to the 15th treatment were collected based on the GTV generated 
on daily MVCT. The dose-response curve for decreased CTN of patients was quantified using 
the slope of a linear regression. The CTN decreased per Gy ( HU/Gy ) for each patient was 
calculated after the 15th tomotherapy. Follow-up CT was taken after the whole radiation therapy 
completed, based on which the post-treatment tumor responses were assessed by two thoracic 
radiologists. According to the tumor responses, a cut-off value for HU/Gy was calculated by 
SPSS software.  
Results  From Jun. 2015 to Dec. 2015, 32 eligible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Males: 19 
(60%), Females: 13 (40%), median age: 61.7 years (range 43.3-70.9). The median radiation dose 
was 60Gy (range 54-63Gy). In the whole group, the mean CTN was decreased by 37.35 ± 27.07 
HU from the first treatment to the 15th treatment. The mean GTV was reduced by 10.26 ± 10.15 
cm

3
. The CTN decreased per Gy (HU/Gy) was ranged from 0.37 to 2.37 among all patients. 

Seven patients (21.9%) reached CR, 18 patients (56.2%) reached PR, and 7 patients (21.9%) 
reached SD after the complete tomotherapy. The mean CTN reduction ranged from 28.1 HU to 
64.0 HU in patients whose post-treatment tumor responses were CR or PR and the CTN changes 

were linearly correlated with the radiation dose (R
2
= 0.87，p＜0.001). The mean CTN changes in 

the left 7 patients were ranged from 9.9 HU to 26.2 HU. The cut off value for HU/Gy was 0.97, 
above which patients could have a better radiosensitivity and a further favorable post-treatment 
tumor response. 
Conclusions  On an early and quantitative scale, the CTN changes of MVCT in tomotherapy 
may early detect the radiosensitivity of NSCLC patients. Further studies included larger numbers 
of patients are expected to validate such a finding and explore whether CTN changes of MVCT 
hold the potential to optimize treatment by adjusting radiation intensity or modifying the 
therapeutic regimen, based on the observed radiosensitivity of patients.  
 
 
PR-097 

肺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 37 例临床分析 

 
沈晶 

北京协和医院 100730 

 

背景与目的  肺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是肺原发恶性肿瘤的一种少见类型，生物学行为特殊，临床表

现缺乏特异性，病理学标志复杂，相关报道少。本研究旨在分析肺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的临床资

料，探讨相关预后因素，并初步回顾放射治疗对其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37 例肺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治情况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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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7 例患者随访率 100%,中位随访时间 21 个月。至随访截止日期 2 年生存率 40.5%。肺大细

胞神经内分泌癌好发于有大量吸烟史的老年男性，其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及实验室指标缺乏特异

性。免疫组化神经内分泌分化标志物 NSE、CgA 和 CD56 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75.7%、59.5%和

67.6%。27 例行手术治疗，术后 17 例接受辅助化疗，10 例接受化疗，接受放疗者共 8 例，其中手

术+化疗+放疗者 4 例，化疗+放疗组 4 例。单因素分析提示肿瘤 TNM 分期(P=0.005)是预后因素，

对于非广泛期患者，手术(P=0.014) 是预后的影响因素，对于 III 期患者，放疗是其预后的影响因素

（p=0.026）。  

结论  肺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缺乏特异性的临床表现，诊依赖术后病理，各种治疗疗效欠佳。手术

对于局限期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放疗可能提高 III 期患者生存期。 

 
 
PR-098 

老年胸部肿瘤患者放射性肺炎的因素分析 

 
刘佳

1
 田清

1
 陈博

1
 王武

1
 曹剑

1
 周麟

1
 段萍

1
 

1.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目的  在接受胸部放疗的老年患者中，放射性肺炎出现的可能性较大且程度较重。本文就我科收治

的发生放射性肺炎的老年胸部肿瘤患者的相关临床因素进行分析总结。 

方法  2013 年 3 月至 2016 年 2 月，我科共收治 45 例需行放疗的年龄＞60 岁的胸部肿瘤患者。其

中男性 35 例、女性 10 例，有吸烟史 30 例、有吸烟戒断史 25 例；肺癌 33 例，食道癌 12 例；单

纯放疗 11 例、同步分子靶向药物治疗 10 例、放疗前序贯化疗 24 例；合并慢性支气管炎 41 例。

全组患者放疗前肺功为：用力肺活量（FVC） 65%－80%、第一秒用力呼气量（FEV1）65%－

83%、肺总容积（TLC）70%－85%、实际血红蛋白含量校正后一氧化碳弥散量（Dlcoc）为 80%

－90%。全组患者皆采用 IMRT 直线加速器 6MV X 线放疗，放疗剂量为 2Gy/次、5 次/周、总剂量

50Gy－66Gy，其中≤60 Gy 15 例，＞60 Gy 30 例。双肺 V10 18%－50%、V20 16%－27%、V25 

8%－17.4%、V30 5.7%－15%、V40 3.1%－13%、V50 0.65%－10%、平均肺剂量 8.7Gy－

13.5Gy。 

结果  虽然所有患者放疗计划制定中的物理指标皆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 20 例于放疗后 2 月内、3

例于放疗中出现放射性肺炎，其中 3 级 21 例、4 级 2 例。全组患者放疗后肺功为：FVC 75%－

110%、FEV1 73%－90%、TLC 75%－95%、DLCO 50%－65%。30 例患者的肺通气指标

（FVC、FEV1、TLC）于放疗前后无明显变化，15 例患者（皆为肿瘤体积较大阻塞气道）的肺通

气指标于放疗后有所改善；而所有患者的肺换气指标（DLCO）于放疗后皆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

中 18 例降低达 30%以上，该 18 例患者皆发生 3-4 级放射性肺炎。所有发生放射性肺炎的患者皆

行规范化的激素治疗及对症支持治疗，22 例症状明显缓解，胸部影像学表现明显好转，1 例患者症

状进行性发展，后期合并感染，最终因呼吸衰竭死亡。 

结论  即使运用了目前先进的放疗技术，老年患者放射性肺炎发生的可能性仍然较高且程度较重。

放疗计划制定中常规的物理指标的控制并不能很好的预防老年患者放射性肺炎的发生。PFT 中肺换

气功能的指标 DLCO 能较准确的反映出放疗后肺功能的变化，老年患者放疗前后应常规监测此项

指标，如其降低 30%以上需警惕症状性放射性肺炎的发生。 

 
 
PR-099 

Effect of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Liu Guohui,Zhao Chunbo,E Mingyan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15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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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Methods  Twenty-three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ancer from December 2011 to 
June 2015 were treated by using IMRT,and 23 patients with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were 
treat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at the same time.The recent curative effect,1 and 2-
year survival rate,the middle survival time,and the toxicity of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78.2%and 
65.2%respectively,the complete remission rate were34.7%and17.4%respectively(p<0.05),1 and 
2-year survival rates were80.0%,60.9%and 43.5%,30.4%respectively.The middle survival tim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21.5months and 13.5months respectively.The blood toxicity,the acute 
radiation-induced lung and esophageal injury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Curative effect of IMRT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is superior to the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PR-100 

CBCT 在肺癌调强放疗中的摆位误差分析 

 
赵晓娟 

山西省肿瘤医院放疗技术室 030013 

 

目的  探讨肺癌患者在摆位中进行锥型束 CT 扫描的重要性。 

方法  对于接受治疗的 15 例患者每次治疗前进行首次摆位的 CBCT 扫描，然后与计划 CT 图像配准

得到等中心三个方向的误差。 

结果  15 例患者共获取 145 个图像。三个方向误差分别为（1.8276±1.34549）、

（2.2483±1.38710）、（2.0552±1.41804）。 

结论  使用 CBCT 可以减少肺癌患者摆位误差 ，使靶区及周围正常组织器官剂量分布更加准确，可

以提高靶区剂量而减少正常组织的所受剂量，为临床放疗提供了质量保证。 

 
 
PR-101 

CBCT 图像引导在胸部肿瘤放射治疗中的必要性 

 
金诚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目的  探讨图像引导在放射治疗中应用的必要性，以期在放射治疗过程更好的重复模拟定位时的体

位,以达到重复计划设计时确定的靶区、危及器官和射野的空间位置关系,保证照射野与靶区的适形

性及精确性。 

方法 选取我院 100 例肺癌患者 CBCT 图像扫描记录进行误差分析。CBCT 扫描频率为：治疗前 5

次 CBCT 扫描，后每周一次。用统计学方法分析数据。 

结果 显示摆位误差在 X、 Y、Z 方向分别为（2.67±0.76）mm、(5.14±0.98)mm、（3.1±0.74）

mm。肺部肿瘤 CBCT 结果显示同一分次放疗中肿瘤的绝对位移为(2.1±0.6)mm,患者体形与解剖结

构的变化引起的误差分别为(1.7±0.5)mm 和(2.1±1.1)mm,而呼吸运动引起的误差大于 3mm 和 5mm

的患者比例分别为 29%和 8%,作者认为从 ITV 到 PTV 外扩 5mm-10mm 可以消除各种方式的误差

对治疗带来的不利影响。CBCT 结果显示有 0.5%的病人在放疗过程中出现肺气肿、肺炎等肺部疾

病而引起肿瘤及正常组织解剖位置发生改变从而引起较大误差，需暂停放疗或修改放疗计划。 

结论 在肺癌的实际放疗中,主要克服的是摆位误差和呼吸运动带来的不利影响。由于人体每个局部

都有一定的相对独立运动能力,并且随着疗程的持续进行,患者很可能出现消瘦、体形发生变化,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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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性改变靶区和体表标 记的相对位置;并且随着肿瘤的缩小、变形,靶区和周围正常组织的相对位

置关系也会发生变化,造成等中心位置的偏移。同时摆位所依据的光标尺与激光灯之间、治疗床与

模拟定位机床之间的差别,以及体表标记线的宽度和清晰程度等因素均会影响摆位的准确度。呼吸

运动的影响 呼吸运动、心脏和大血管的搏动以及食管的蠕动都会引起临近肺部肿瘤的移动,而呼吸

运动的影响最为主要。CBCT 图像由患者周围不同角度采集得到的一组开野投射图像重建而成,重

建出的三维图像可提供 6 个自由度(3 个平移和 3 个旋转)的摆位误差数据,并可采用变形匹配技术实

时观察患者组织器官的形状变化。CBCT 除了可以获得患者治疗时的容积断层图像,还可以在治疗

过程中实行监控,对在线纠正是否精确进行判断。 

                  
 
PR-102 

小细胞肺癌保护海马回区脑预防照射 II 期临床研究 

 
董昕 周宗玫 胡志辉 肖泽芬 黄鹏 惠周光 陈东福 李涛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开展螺旋断层放疗保护海马回区脑预防照射的临床研究，建立脑预防照射海马回保护的靶区

勾画规范及计划评价标准；评价疗效、比较放疗前后患者的认知功能变化；分析毒副反应；观察海

马回区脑转移率 

方法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8 月入组 29 例完成手术或放化疗后患者，接受保护海马回区的脑预

防照射（25Gy/10 次）。治疗前通过脑核磁共振排除脑转移。通过 CT 定位与 MRI 图像融合，勾画

出海马回并外扩出 3mm 的边界形成减量区域。应用 Tomo 技术，行保护海马回的脑预防照射。采

用 CTC4.0AE 标准评价不良反应，MMSE 及 HVLT-R 量表评价治疗前后的认知功能，分析生存

率、无病生存率及脑转移率。  

结果  29 患者例按计划完成全脑预防性照射。海马回平均剂量 7.25Gy，海马回外扩区域平均

9.43Gy。4 例患者发生脑转移（4/29 13.8%），其中 3 例为先出现局部复发后发生脑转移。随诊期

间 4 例患者死亡，随访率 100％。1 年生存率、2 年生存率、1 年无瘤生存率、2 年无病生存率分别

为 83.9％、66.0％、79.3%、54.9%。急性不良反应主要为脑水肿（13/29 44.8%），应用脱水及

激素治疗后好转。无脑转移患者的认知功能无明显差异（MMSE：疗前 27.12  疗后 6 月 27.04 

P=0.71；HVLT-R 总分：疗前 20.8 疗后 6 月 20.4 P=0.63）。 

结论  小细胞肺癌脑预防照射行海马回保护治疗毒副作用轻，明显降低脑转移发生率，提高了患者

生存。未观察到明显的认知功能损伤，尚需扩大病例进一步研究。 

 
 
PR-103 

鳞型 IV 期非小细胞肺癌原发肿瘤三维放疗剂量与生存 

 
胡程 苏胜发 欧阳伟炜 胡银祥 马筑 李青松 王羽 栗蕙芹 卢冰 

贵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肿瘤学教研室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科 550004 

 

目的  再分析鳞型Ⅳ期非小细胞肺癌化疗同期原发肿瘤三维放疗剂量对生存的利益。 

材料与方法  病例源于本中心已报道的单中心和多中心（PPRA-RTOG 003）前瞻 II 期临床研究。

鳞癌 101 例（占 31.4%），其中 90 例完成研究方案纳入生存分析；化疗以铂类为基础两药联合方

案；原发肿瘤采取三维适形或调强放疗；近期疗效评价为 WHO 标准，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并

Log-rank 检验，Cox 多因素回归分析。末次随访时间 2016 年 3 月。结果：全组男性 86%、女性

14%，T1-2 为 33%、T3-4 为 67%，单器官转移 62%、多器官转移 38%，1-5 个病灶转移

57%、>5 个病灶转移 43%。全组 1、2、3、5 年 OS 和 MST 分别为 42.2%、14.4%、8.5%、

3.0%和 10 个月。分层分析显示，原发肿瘤随剂量提高 OS、PFS 显著延长，≥63Gy 根治剂量比＜

63Gy 具有相同的延长 OS、PFS 的趋势和意义，基于全身化疗基础上根治剂量放疗延长生存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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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明显，患者接受足够强度的同期放化疗延长生存可能通过争取的综合治疗近期疗效转化而获

得。Cox 多因素回归分析原发肿瘤剂量、足够强度放化综合治疗、疗后 KPS 稳定或增加、近期疗

效均为影响 OS 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IV 期肺鳞癌化疗同期原发肿瘤放疗剂量与 OS 和 PFS 延长相关。 

 
  
PR-104 

引流区 1-2 枚转移淋巴结非小细胞肺癌原发灶调强同步大分割推

量 放射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探讨 

 
李青松 欧阳伟炜 苏胜发 马筑 王羽 胡银祥 卢冰 

贵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肿瘤学教研室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科 550000 

 

背景  借鉴 I 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局部晚期 NSCLC 获得原发灶和引流区转移淋巴结高局

部控制率的根治剂量特点。 

目的  探讨引流区有限转移淋巴结 NSCLC 原发灶调强同步大分割推量放射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

性。 

方法  2009-2015 年收治 10 例因医学因素不能手术的Ⅱ-Ⅲ期 NSCLC（Ⅱa 期 3 例，Ⅱb 期 1 例，

Ⅲa 期 5 例，Ⅲb 期 1 例），引流区淋巴结转移经胸部增强 CT 或/和 PET-CT 诊断并数目 1-4 枚，

转移淋巴结直径 1-3.5cm（1 例为 5 区肿大淋巴结 4 枚，直径≥0.5cm）；男性 8 例，女性 2 例；年

龄 44-82 岁（中位年龄 77 岁）；全肺 V20 为 16.1%~32%。采用调强同步大分割推量放疗技术，

原发灶剂量 78Gy/26f（3Gy/f，1f/d，5d/w，LQ 公式计算 BED 为 101.48Gy），引流区转移淋巴结

65Gy/26f （2.5Gy/f，1f/d，5d/w，BED 为 81.25Gy），治疗完成时间约 5.2 周；单药化疗 2 例、

铂类为基础两药联合化疗 5 例、拒绝化疗 3 例。WHO 标准评价近期疗效，RTOG 标准评价毒性。 

结果  放射治疗毒性主要为急性放射性肺炎 6 例（1 级 4 例，2 级 2 例）、放射性食管炎 9 例（1 级

4 例，2 级 4 例，3 级 1 例）、放射性皮炎 6 例（1 级 4 例，2 级 2 例），无放射性脊髓炎、心脏损

伤。近期疗效分别为完全缓解 4 例（4/10，40%）、部分缓解 5 例（5/10，50%）、稳定 1 例

(1/10，10%)，有效率 90%。至 2015 年 07 月末次随访，死亡 4 例（感染致呼吸衰竭死亡、心源性

猝死、原因不详各 1 例，肿瘤复发和转移进展死亡 1 例），肺转移进展 1 例，无瘤生存 5 例。寿命

表法计算 1 年、3 及 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88%、56%及 56%，中位生存时间为 20 月，1 例存活超

过 5 年。 

结论  引流区有限转移淋巴结 NSCLC 原发灶调强同步大分割推量放射治疗安全有效，可能对进一

步开展以提高生存率为目标的研究提供参考。 

 
 
PR-105 

非小细胞肺癌 1-5 个脑转移灶调强同步推量放疗的临床研究 

 
钟钦 胡银祥 欧阳伟炜 苏胜发 马筑 王羽 李青松 卢冰 

贵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肿瘤学教研室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科 550000 

 

目的  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SCLC）脑转移病灶调强同步推量放疗（SIB）时间、安全性和有效

性、认知功能变化。 

方法  2009 年 7 月-2015 年 7 月共完成 NSCLC 脑转移治疗 226 例，其中男性 165 例，女性 61

例；年龄 27～80 岁；鳞癌 62 例，腺癌 148 例，其它类型 16 例；脑转移灶总数 514 个，中位数 3

个。SIB 治疗（全脑 30Gy/10f、3Gy/f 同步转移灶 47Gy/10f、4.7Gy/f，1f/d、5f/w，2w）114 例，

全脑放疗后转移灶三维放疗推量（3DRT，全脑 30Gy/10f、3Gy/f、1f/d、5f/w，2w 后脑转移病灶

推量 20Gy/4f、5Gy/f、1f/d、5f/w，0.8w；共 2.8 周）62 例，两组全脑和脑转移病灶 BED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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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治疗时间、毒性和疗效、中枢神经相关生存，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价治疗后 1-6 个

月认知功能变化。 

结果  SIB 完成脑转移照射平均时间为 15.29 天，明显缩短（P＜0.05）。中枢神经系统 3-4 级急性

毒性 SIB（10.5%）与 3DRT（9.6%）相似（P＞0.05）；分层分析 1-2 个、3-5 个脑转移病灶的急

性毒性也相似，分别为 8,5%与 9.1%、11.6%与 11.1%（P=0.906、0.702）。SIB、3DRT 两组 6

个月内有效率相似，分别为 53.8%、42.9%。6 个月内评价认知功能发现，SIB 治疗后 3 个月有降

低的趋势（P=0.065），但 6 月后恢复与治疗前无显著差异，而 3DRT 组无显著变化

（P=0.083）。分层分析 1-2 个转移病灶 SIB 治疗后 3 个月认知功能降低趋势，6 个月恢复，而

3DRT 组 6 个月时显著降低（P=0.000）；3-5 个脑转移病灶患者两组均无显著变化（P=0.901、

0.134）。SIB 和 3DCRT 的脑转移相关 1、2、3 年生存率及中位生存期分别为 47.9%和 45%、

23.9%和 15%、0%和 0%及 16 个月和 12 个月（P=0.552）。 

结论  SIB 治疗 NSCLC 的 1-5 个脑转移灶可以显著缩短疗程，为其它治疗争取空间，相对以往

3DRT 推量方式安全且不降低疗效，急性毒性可耐受，IMRT 技术降低两程治疗带来的转移病灶周

围剂量叠加，治疗后认知功能改变似乎更有利。 

 
 
PR-106 

合并肺间质性改变患者行胸部放疗的注意事项 

 
贾钰铭 江茂琼 荣金凤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644000 

 

放射性肺损伤是肺照射最主要的晚期反应，重症者可致呼吸功能障碍甚至死亡。对胸部肿瘤实施放

疗时，放对正常组织的影响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当患者本身就存在肺间质性改变，又需要做

胸部放疗时该怎么办呢？ 

近日，我院收治一例男性病人，诊断肺腺癌，既往间质性肺炎病史多年，合并肝硬化、脾大、重度

血小板减少。因患者血小板低，暂不适宜行化疗，如果行胸部放疗，会不会加重患者肺损伤，有哪

些注意事项？为此，我们结合近年来相关报道，总结了关于预防放射性肺损伤的建议，尤其是在本

身合并肺间质性改变的患者中应加倍注意。 

一、预测指标。 

1、  个体基本因素：①年龄：老年患者发生放射性损伤概率更大；②性别：女性患者发生概率明显

高于男性；③吸烟史：有吸烟史的患者发生概率较低。 

2、  治疗相关因素：化疗会影响肺的耐受性，一些化疗药物的肺毒性使一氧化碳弥散能力下降，将

增加患者发生放射性肺损伤的概率。 

3、  肺功能指标：患者自身肺功能相关的因素较放疗相关的剂量测定参数在预测放射性肺损伤方面

更有价值。① 

FEV1：随着 FEV1 降低，发生放射性肺损伤的概率明显上升；②DLCO：DLCO 下降的中位百分

比越大，发生肺损伤的程度越重。 

4、  剂量学因素：①V20：随着 V20 的增加，放射性肺损伤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增加；②MLD:剂

量相关的放射性肺炎和 MLD 相关。 

5、  生物学因素：①IL:放疗期间血清 IL-1α、IL-6 水平的变化与严重放射性肺纤维化的发生存在密

切关系；②CRP：放疗前患者的 CRP>1.0ng/ml 与严重的放射性肺炎密切相关；③TGF-β: TGF-β

升高和放射性肺炎的发生具有明确的相关性。 

二、预防措施。 

1、  放射防护剂：阿米福汀是目前备受关注的一种放射防护药物，能增加肺组织对肺的耐受性，降

低血浆 TGF-β1 水平，毒性反应轻。 

2、  中药：①苦参：苦参注射液能够预防放射性肺损伤；②川芎嗪：川芎嗪注射液可以降低放疗肺

损伤患者的血浆 TGF-β1 含量,降低放射性肺损伤的发生率,改善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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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优化放疗技术：减少或最大限度降低正常肺组织受照面积可能是最好的预防手段，如调强放疗

IMRT 技术的使用等。 

总之，在给患者进行胸部放疗前，尤其是本身合并有肺间质性改变的患者，应结合发生放射性肺损

伤的预测指标，充分评估患者的肺损伤风险，及早给予适当的防护措施，最大程度降低患者不良反

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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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01 

CD147 及相关因子在食管癌中的表达及意义研究 

 
于静萍 李栋庆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探讨食管癌中细胞外基质金属蛋白酶诱导因子（extracellular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Inducer，EMMPRIN or CD147）在食管癌血管生成通路中的作用。 

方法  随机抽取 2009-2014 年经病理确诊食管癌患者 41 例，其中淋巴结转移 17 例，应用免疫组化

方法检测食管癌病理标本中 CD147、VEGF、VEGFR2 各因子的表达及 MVD 的计数。 

结果  41 例食管癌病理标本中 CD147、 VEGFR2 阳性率分别为 83% 、54%，及 71%。CD147、

VEGFR2、MVD 在淋巴结转移阳性与阴性患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Z=-2.857，P=0.004；Z=-

4.239，P<0.001；Z=-2.018，P=0.044）。食管造影下食管病变的长度与 VEGF、CD147 及 MVD

显著相关（r=0.486，P=0.01；r=0.588，P<0.001；r=0.604，P<0.001）。CD147 与 VEGF、

VEGFR2、MVD 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r=0.976，P<0.001；r=0.588，P=0.01；r=0.604，

P<0.001）。 

结论  CD147 与 VEGF、VEGFR2、MVD 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与食管病变长度密切相关，提示

CD147 在食管癌血管生成通路中有重要作用，且可能是通过调控 VEGF 通路实现的，尚需进一步

研究。 

 
 
PS-002 

局部晚期食管癌调强放疗同步周剂量 PC 方案的临床研究 

 
黄德波 

泰安市肿瘤防治院 271000 

 

目的  探讨调强放疗(IMRT)同步周剂量 PC 方案化疗在局部晚期食管癌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以前未经治疗的局部晚期食管癌每周静脉输注紫杉醇(50 mg/m2)，顺铂(25 mg/m2)。同步进

行放疗，放疗剂量为 60 Gy。研究的主要终点为临床完全缓解(cCR)率。 

结果  36 例入组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64 岁；ECOG 评分：0 分 3 例，1 分 26 例，2 分 7 例；TNM 分

期：T3-4N0 有 9 例，T2-4N1 期有 27 例；总体 cCR 率为 47.2% 。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 13.0 个

月，中位生存期为 25.0 个月，1 年生存率为 77.8%，2 年生存率为 63.9%，3 年生存率为 33.3%。

≥3 级主要毒性反应包括白细胞减少(25.0%)，粒缺性发热(11.1%)，厌食症(27.8%)及食管炎

(25.0%)。 

结论  虽然 IMRT 同步周剂量 TP 方案化疗常见的不良反应为骨髓抑制及食管炎，但是耐受性尚

可，而且对于局部晚期食管癌有效率较高，是一个十分有前景的治疗方案。 

 
 
PS-003 

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食管癌抑郁急性颅脑反应的功能磁共振研究 

 
杨健筌 文世民 潘荣强 付曦 別俊 郭翠华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目的  应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研究食管癌伴发抑

郁的患者在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rTMS）治疗后的即时

颅脑反应，治疗前后的自发神经活动变化及功能连接改变，探讨 rTMS 对食管癌伴发抑郁患者的治

疗效果、治疗引起的神经活动反应及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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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收集 2015 年 8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我院肿瘤防治中心住院的食管癌伴发抑郁（Major 

Depression, 

MD）的患者。对纳入的 11 例 MD 患者行单次 rTMS 治疗，治疗前后分别对患者进行静息态 fMRI

检查，治疗后 fMRI 采集在 rTMS 治疗结束后立即进行。对比 rTMS 治疗前后食管癌伴发抑郁的患

者低频振幅（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ALFF）的变化，计算 ALFF 改变量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改变量的相关性，以及 ALFF 差异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网络在 rTMS 治疗前后的

改变情况。  

结果 与 rTMS 治疗前相比，rTMS 治疗后食管癌伴发抑郁患者的 HAMD 评分显著降低（t = -7.63, p 

= 0.000）；右侧额上回、双侧额中回、右侧眶叶额下回、双侧前扣带回、右侧海马、双侧颞中

回、左侧颞下回 ALFF 显著增加；双侧壳核、左侧丘脑、左侧后扣带回、右侧颞中回 ALFF 显著降

低（p = 0.02）；且前扣带回区域的 ALFF 改变量与 HAMD 评分改变量呈显著负相关（r = -0.76, p 

= 0.0065）。此外，rTMS 治疗后 MD 患者皮层-边缘系统-纹状体-丘脑神经环路之间的功能连接增

加。 

结论 rTMS 可能通过改善 MD 患者的自发神经活动，调节皮层-边缘系统-纹状体-丘脑环路的神经连

接网络达到康复治疗的效果。 

  
  
PS-004 

食管癌术后 VMAT 与 IMRT 放疗技术间比较 

 
张垚

1
 孟一帆

2,1
 

1.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2.兰州市卫生学校 

 

目的  比较食管癌术后容积旋转调强(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计划与静态调强

(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计划,讨论 VMAT 的剂量学特性,分析 VMAT 在食管

癌术后放射治疗中的应用。 

材料与方法  选取 10 例食管癌肿瘤患者,采用 Monaco 治疗计划系统,分别制作 VMAT 计划与 IMRT

计划,处方剂量全部为 PTV:60 Gy/30f。比较两组计划的剂量分布图、DVH 图、适形度指数(CI)、均

匀指数(HI)、治疗时间、治疗跳数(MU)、危及器官受量。 

结果 两组计划靶区剂量分布及适形度均较好,CI、HI 数相近(P>0.05),但 VMAT 组的治疗时间和 MU

均优于 IMRT 组(P<0.05)。在危及器官受量方面,两组计划的脊髓、心脏的平均剂量相近(P>0.05),

而双肺双肺 V20、V30、平均剂量,VMAT 组明显低于 IMRT 组(P<0.05)。 

结论 在食管癌术后的放射治疗中,VMAT 与 IMRT 的靶区剂量分布相近。VMAT 的优势在于大大缩

小缩短治疗时间、减少 MU,同时减少了部分危及器官受量，在食管癌的治疗中会有较好的疗效。 

 
 
PS-005 

调强放射治疗联合回生口服液防治急性放射性食管炎临床观察 

 
潘荣强 文世民 胡欣 任杰 李婷婷 孙凤飞 

四川省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目的  观察回生口服液在胸部肿瘤调强放射治疗中防治急性放射性食管炎的疗效。 

方法  将 109 例确诊为食管癌、肺癌并准备放射治疗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55 例

患者给予调强放射治疗，同时在放疗开始前 7 天开始口服回生口服液，而对照组 54 例患者仅给予

调强放射治疗，对照组在出现急性放射性食管炎症状后给予口服自制食管合剂治疗，自入组患者出

现放射性食管炎临床症状并应用药物起计治疗时间，7d 为 1 个周期，观察疗程为 4 个周期。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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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放射治疗肿瘤组(The Radiation Therapy Oncology，RTOG)毒性标准分级，比较两组患者放

射治疗完成率，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出现时间、发生率、缓解程度以及放疗过程中的并发症及药物不

良反应。 

结果  放射治疗完成率分别为观察组 98.2%(54/55)、对照组 92.6%(50/54)；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出现

时间在开始放疗后分别为观察组 16.4  d±0.5 d、对照组 10.7  d±0.7d，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

＜0.05)；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分别为观察组 83.6%（46/55）、对照组 100%（54/54），两组

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而总有效率分别为观察组 90.9%(50/55)、对照组 79.6%9

（43/54），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 1 例、对照组 4 例因严重并发症而被迫中断

治疗。 

结论  在胸部肿瘤调强放射治疗中口服回生口服液可提高患者放疗顺应性，有效推迟急性放射性食

管炎的发生时间，降低发生率，保障放疗顺利进行，提高近期疗效。 

 
 
PS-006 

同步放化疗与序贯放化疗对食管癌预后影响的 Meta 分析 

 
杨健筌 李光明 文世民 潘荣强 胡欣 

四川省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目的  评价同步放化疗与序贯放化疗治疗食管癌的远期疗效。 

方法  计算机检索 The 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中文科技期全文数据库(VIP)和万方数据库,对符合纳

入标准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 RevMan5.3 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22 个研究 1933 名患者，结果显示，同步放化疗组在 1 年生存率[OR=2.08，95%CI

（1.69，2.56）,P＜0.00001]、2 年生存率率[OR=2.26，95%CI（1.79，2.86）,P＜0.00001]、3

年生存率[OR=2.37，95%CI（1.88，3.00）,P＜0.00001]、1 年疾病局部控制率[OR=2.31，95%CI

（1.41，3.79）, P=0.0009]、2 年疾病局部控制率[OR=1.81，95%CI（1.19，2.75）,P=0.0006]、

3 年疾病局部控制率[OR=2.41，95%CI（1.48，3.91）,P=0.0004]优于序贯放化疗组，在远处转移

方面，两组无差别（=0.38）。 

结论  现有证据表明，同步放化疗治疗食管癌在 1、2、3 年生存率，1、2、3、年局部局部控制率

优于序贯放化疗，但受纳入研究的质量的影响，上述结论尚需更多高质量的临床试验来进一步证

实。 

 
 
PS-007 

食管癌患者术后神经侵犯的相关因素分析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李曾艳 陆艳荣 伊斯刊达尔·阿布力米提 王海峰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830011 

 

目的 探讨食管癌患者术后神经侵犯（Perineural Invasion，PNI）与其它临床病理指标的相关性及

其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 1160 例行食

管癌手术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料，以术后病理有无神经侵犯将患者分为两组, 有神经侵犯的患者

147 例（12.7%），无神经侵犯患者 1013 例（87.3%）。通过 SPSS 17.0 软件分析神经侵犯与各

临床病理因素的相关性及对患者生存的影响。 

结果  c2 检验示 PNI 与肿瘤浸润程度（pT）、区域淋巴结转移数（pN）、分期（AJCC）、肿瘤部

位、分化程度、病理类型、大体分型、是否为脉管内瘤栓均相关（P＜0.05）。单因素分析发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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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侵犯与患者总生存时间（OS）有关。通过 Kaplan-Meier 比较两组生存曲线，生存曲线图可见有

神经侵犯的患者生存期明显低于无神经侵犯的患者（P=0.003）。 

结论  PNI 与食管癌患者很多临床及病理因素有关，有 PNI 的患者生存时间缩短，是一种不良预后

因素。 

 
 
PS-008 

食管癌根治性放化疗与根治术疗效的 Meta 分析 

 
马茗微 高献书 顾晓斌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用荟萃分析的方法评价食管癌根治性放化疗及食管癌根治术的疗效。 

方法  资料来源为 Pubmed 数据库，Embase 数据库以及 Web of Science。检索条件为：
(esophageal cancer or esophageal neoplasms) and (chemoradiotherapy or chemoradiation 

therapy) and (Esophagectomy OR surgery）。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合并比值比（OR）及其 95%

的可信区间(95%CI)。统计学分析软件为 STATA 12.1。 

结果  查阅文献后共搜索到 2186 篇相关研究，最终删选出 2 个随机对照研究及 9 个非随机对照研

究共 2265 例患者。其中包括根治性放化疗组 1151 例、根治术组 1114 例患者数据。在 1 年总生存

方面，根治性放化疗组相对劣于根治术组 (OR 1.70, 1.37 to 2.12; P<0.001)。根治性手术及根治性

放化疗组患者在 3 年总生存(OR 1.23, 0.67 to 2.24; P=0.501)及 5 年总生存(OR 1.20, 0.60 to 2.4; P 

= 0.605)上均无统计学差异。无疾病生存率方面，根治性放化疗与手术组患者 3 年无疾病生存及 5

年无疾病生存无统计学差异。OR 值分别为：1.15(0.73 to 1.80; p = 0.543)以及 0.86 ( 0.56 to 1.32; 

p = 0.502)。以上研究中有 3 个研究分析了 I 期食管癌患者数据（共 282 例），根治性放化疗及手

术在 I 期食管癌患者的 3 年总生存无统计学差异(OR 1.71, 0.87 to 3.37; p=0.122)。 

结论  对于食管癌患者，选择根治性放化疗及根治术作为其初始治疗手段的长期生存放疗疗效相

同，包括 I 期食管癌患者。期待更多的随机分组研究数据。 

 
 
PS-009 

局部进展期胸段食管癌累及野照射与选择野照射的疗效对比 

 
许德权 

吉林省肿瘤医院 130012 

 

目的  探讨局部进展期食管癌患者累计野照射对比选择野照射的疗效分析。 

方法  选取我院 2009 年 4 月至 2011 年 4 月的 224 例的局部进展期食管癌患者进行治疗，随机分为

累及野组（IFI）和 选择野组（ENI）各 112 例，IFI 组采用三维野照射，静态调强及动态调强放

疗，并进行累及野照射，ENI 组进行三维适型，静态调强及动态调强放疗，并进行选择野照射。观

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1 年、3 年、5 年的生存率和局部控制率、并发症等指标。 

结果  ENI 组的有效率（92.0%）明显高于 IFI 组（79.5%），具有统计学意义（X2=9.544，P＜

0.05）；ENI 组的 1 年、3 年、5 年的生存率（70.8%，62.5%，54.5%）明显高于 IFI 组

（65.2%,54.5%，45.5%），具有统计学意义（X2=9.596，P=0.029；X2=9.359，P=0.031；

X2=9.245，P=0.033）；1 年、3 年、5 年的局部控制率（79.5%,71.4%，66.1%）明显高于 IFI 组

（63.4%，58.0%，52.7%），具有统计学意义（X2=10.996，P=0.021；X2=10.359，P=0.023；

X2=9.345，P=0.026）；ENI 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14.3%）明显低于 IFI 组（30.4%），具有统

计学意义（X2=9.949，P＜0.05）。 

结论  对局部进展期胸段食管癌患者进行选择野照射能更好的控制病情，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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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10 

MRI 在预测食管癌放疗治疗反应及疗效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张安度 韩春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MR-DWI)ADC 值在食管癌放疗疗效判断及预后评估中的应用价

值。 

方法  前瞻性入组 2010 年 3 月至 2013 年 9 月收治的食管癌患者 100 例，放疗前后均行 MR-DWI

检查。Kaplan-Meier 并 Logrank 法计算生存率，Cox 法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  CR 组的疗前 ADC 值、疗末 ADC 值均高于 PR 组，P 值分别为 0.003、0.000。肿瘤区域疗

前低 ADC 值组(≤1.60×10-3mm2/s)和高 ADC 值组(＞1.60×10-3mm2/s) 1、3、5 年生存率分别为

为 58.2%、21.9%、10.9%和 73.3%、50.6%、39.2%（χ2=9.879，P=0.002）。肿瘤区域疗末低

ADC 值组(≤2.50×10-3mm2/s)和疗末高 ADC 值组(＞2.50×10-3mm2/s)的 1、3、5 年生存率分别为

52.2%、23.6%、14.2%和 75.9%、44.1%、32.4%（χ2=5.455，P=0.020）。将疗前低 ADC 值组

和疗前高 ADC 值组按 ΔADC 大小分为 4 组，疗前高 ADC 值组 ADC 值上升较好的生存情况最优，

而疗前低 ADC 值组 ADC 值上升不佳的预后最差，其他两组生存情况有交叉（P=0.005）。多因素

Cox 模型分析显示疗前 ADC 分组为预后独立因素。 

结论  MR-DWI ADC 值能有效预测食管癌治疗反应和预后。 

 
 
PS-011 

胸段食管鳞状细胞癌不同术后辅助治疗模式的疗效分析 

 
沈文斌 祝淑钗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评价并比较胸段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s，ESCC）

术后不同辅助性治疗的疗效，为食管癌术后患者寻找最佳治疗方式。 

材料与方法  对 2007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治疗并入组的 836 例胸段

ESCC 术后患者进行分析，分析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及不同术后辅助治疗模式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并 Log-rank 检验，Cox 模型预后

多因素分析，应用 PSM 法进行 1∶1 倾向性匹配分组分析。 

结果  全组患者 1、3、5 年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及无瘤生存率（Disease-free 

survival,DFS）分别为 89.7%、62.1%、51.7%和 76.8%、52.1%、44.2%，中位值分别为 67 个月

和 42 个月。术后放化疗 Postoperative Chemoradiotherapy，POCRT）、术后化疗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POCT）和术后放疗（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PORT）三

组患者的 1、3、5 年 OS 及 DFS 相比差异均有显著性（P=0.009、0.001）。术中食管病变与周边

组织器官粘连程度、病理 TNM 分期、阳性淋巴结个数为影响患者 OS 和 DFS 的独立性预后因素，

OS 的独立性预后影响因素还包括性别和阴性淋巴结个数；DFS 的独立性预后影响因素还包括既往

饮酒史、残端阳性和治疗方式。三组患者部分一般临床病理资料的构成比有差异，经 PSM 法配对

后，单因素分析仍然显示 POCRT、POCT 和 PORT 三组患者的 1、3、5 年 OS 和 DFS 差异有显

著性（P 值均为 0.000）。 

结论  胸段食管癌鳞癌术后患者接受辅助性放（化）疗有较好的疗效，术后辅助性放化疗与术后单

纯化疗和放疗相比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 OS 和 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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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12 

Ⅱ和Ⅲ期胸段食管鳞癌术后不同辅助性治疗方式治疗后的失败模

式分析 

 
沈文斌 祝淑钗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疗科 050011 

 

目的 比较Ⅱ和Ⅲ期胸段食管鳞癌患者术后放疗和术后放化疗患者的失败模式，探讨适合不同亚组

人群的最佳治疗模式。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2010 年于我院治疗且符合入组条件的Ⅱ和Ⅲ期胸段食管鳞癌术后

患者 216 例，其中Ⅱa、Ⅱb 及Ⅲ期患者分别为 80、23 和 113 例，术后放疗 115 例，术后放化疗

101 例，应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构成比无显著性差异。全组患者胸腔-区域性复发率为 24.1%，远处转移率为

23.1%。S+CRT 组患者 1、3、5 年复发率及远处转移率分别为 9.9%、22.7%、27.9%和 6.0%、

22.9%、31.0%；S+RT 组患者 1、3、5 年复发率及远处转移率分别为 27.1%、37.9%、44.3%和

13.2%、31.0%、36.0%，两组患者的复发率差异有显著性，而远处转移率差异未见显著性。

S+CRT 组胸腔内复发率显著低于 S+RT 组患者，分别为 14.9%和 33.0%（χ2=9.611，

P=0.002）。与Ⅱ期患者相比Ⅲ期患者有较高的锁上及腹腔淋巴结复发率和较高的血行转移率，差

异均有显著性（χ2=6.674、4.044、7.275，P=0.010、0.044、0.007）。与 N0 期患者相比 N1 期

患者也有较高的锁上及腹腔淋巴结复发率和较高的血行转移率，差异均有显著性（χ2=3.929、

7.817、4.244，P=0.47、0.005、0.039）。S+CRT 较 S+RT 能显著降低 N1 期及Ⅱ期患者的胸腔

内复发率（χ2=7.429、7.648，P 值均为 0.006）。 

结论 Ⅱ期和Ⅲ期食管癌术后患者接受术后辅助性治疗后仍有较高的胸腔-区域复发率和远处转移

率；S+CRT 较 S+RT 能显著降低患者的胸腔-区域复发率，不能显著降低远处转移率；建议Ⅱ期和

N1 期食管癌术后患者常规应用；最终结论需要前瞻性 III 期随机研究证实。 

 
 
PS-013 

Ⅱ/Ⅲ期胸段食管鳞癌术后不同辅助性治疗方式的疗效分析 

 
沈文斌 祝淑钗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疗科 050011 

 

目的  评价术后联合放化疗（S+CRT）和术后放疗（S+RT）对Ⅱ和Ⅲ期胸段食管鳞癌患者的治疗

疗效和不良反应。材料与方法  收集 2007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在我院行根治性手术切除且术后

于我院进行术后辅助性放疗及放化疗的Ⅱ/Ⅲ期胸段食管患者。对全组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对不同亚组人群接受不同治疗方式的疗效进行比较，并比较不同治疗方式的治疗疗效。采用

SPSSl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S+CRT 与 S+RT 组患者构成比差异未见显著性。全组患者 1、3、5 年总生存率（OS）及无

瘤生存率（DFS）分别为 94.0%、61.6%、49.5%和 75.0%、53.5%、46.9%；患者术前 CT 显示

淋巴结肿大、术中食管病变粘连程度、阳性淋巴结个数和治疗方式为 OS 和 DFS 的独立性预后影

响因素；另 N 分期和脉管瘤栓为 OS，而术后残端为 DFS 的独立性预后影响因素。S+CRT 组患者

的 OS 及 DFS 均显著优于 S+RT 组患者（P 均小于 0.05）。分层分析显示Ⅱ期食管癌术后患者

S+CRT 组的 DFS 显著性高于 S+RT 组（χ2=6.486，P=0.011）；N1 期患者中 S+CRT 组的 OS 及

DFS 均显著性高于 S+RT 组（P 均小于 0.05）；S+CRT 组患者≥2 级 RG 及≥2 级骨髓抑制发生率

均显著高于 S+RT 组患者，且差异有显著性（χ2=13.690，5.750；P=0.000，0.016），而两组的

≥2 及 RP 发生率差异未见显著性（χ2=0.418，P=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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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Ⅱ和Ⅲ期胸段食管鳞癌术后患者接受 S+CRT 及 S+RT 治疗均具有较好的疗效；S+CRT 较

S+RT 能显著提高Ⅱ期患者的 DFS，并能提高 N1 期患者的 OS 和 DFS；S+CRT 组患者毒副反应

较大，但患者均可以耐受。但最终结论需要前瞻性 III 期随机研究证实。 

 
 
PS-014 

食管癌 IMRT 食管瘘及致死性出血危险因素分析 

 
王大权 庞青松 章文成 关勇 钱东 王平 赵路军 王军 曾静 石翔宇 刘晓洁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评估食管癌患者调强放疗（IMRT）后食管瘘及致死性出血的发生情况及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在本院行根治性 IMRT 的 128 例食管癌患者的临床资料，

根据有无食管瘘/致死性出血的发生分为对照组 105 例与严重并发症组 23 例（食管瘘 12 例、食管

致死性出血 11 例），卡方分析比较组间差异，Cox 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发生于放疗结束后 1.2-7 个月。11 例致死性出血的患者中，6 例出血时间发生在放疗结束后

6 月内，5 例在放疗结束后 6-15.8 个月。卡方分析显示，初诊存在胸背部疼痛、临床分期为 cT4、

肿瘤大体类型（为溃疡型）、GTV 体积>50cm3 及 GTV 最大横径>2.45cm 均是食管癌放疗后食管

瘘及致死性出血发生的危险因素（P=0.042，P=0.042，P=0.019，P=0.046，P=0.002）。多因素

分析显示，大体分型（为溃疡型）（P=0.01，HR=0.329，95%CI 

0.142-0.763）、GTV 最大横径（>2.45cm）（P=0.009，HR=3.805，95%CI 1.404-10.312）是影

响食管瘘及致死性出血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食管瘘及致死性出血的发生严重制约 IMRT 疗效，对于溃疡型和 GTV 最大横径>2.45cm 的食

管癌患者，应优化放化疗方案，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PS-015 

恩度联合放疗同步替吉奥在老年食管癌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王武龙

1
 刘斌

2
 胡琦

3
 杨德飞

1
 王春雷

4
 汪艾曼

5
 高文斌

6
 

1.包头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包头市肿瘤医院 

4.包头市第四医院 

5.包头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6.深圳大学附属罗湖医院 

 

目的 探讨恩度联合放疗同步替吉奥治疗老年食管癌患者的近期疗效。 

方法 选择本院 2013 年 3 月～2015 年 3 月间确诊的 47 例老年食管癌患者（年龄≥65 岁）,随机分

为两组。对照组 24 例患者行放疗同步替吉奥治疗，观察组 23 例在对照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加用恩

度，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毒副反应和生存质量。 

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有效率分别为 82.6%和 70.8%，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较

对照组更好的改善患者生存质量但未增加毒副反应。 

结论 恩度联合放疗同步替吉奥治疗老年食管癌患者提高疗效的同时可以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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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16 

四维与三维 CT 模拟定位在确定食管癌原发肿瘤靶区位移和体积

的比较研究 

 
赖国静 李建成 潘才住 胡彩容 郑德春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基于四维 CT 与三维 CT 模拟定位技术所确定食管癌原发肿瘤靶区的位移和体积进行比较研

究。 

材料与方法  前瞻性入组 22 例经病理证实的食管癌患者序贯完成 3D-CT 和 4D-CT 模式下胸部模拟

定位增强扫描。测量以下 3 种不同方法获得的 IGTV 的位移和体积：（1）将 4D-CT 十个呼吸时相

的 GTV 融合得到 IGTV4D；（2）将 4D-CT 中的吸气末和呼气末的 GTV 相融合得到 IGTV4D'；

（3）将在 3D-CT 图像获得的 GTV 依据 4D-CT 图像测得的靶区运动范围的 95％可信区间的上限

外扩得到 IGTV3D，计算不同段食管癌原发肿瘤靶区 IGTV4D与 IGTV3D和 IGTV4D'的相似度指数和交

叉指数 OI。采用 Friedman 检验、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和配对 t 检验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P

＜O.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胸中段和胸中下段原发肿瘤 10 个时相上的靶区中心在左右、前后、头足方向的位移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05 和 P = 0.001）。食管癌原发肿瘤体积的 IGTV3D 均＞IGTV4D＞IGTV4D'

（P＜O.05）。胸上段、胸中段以及胸下段 IGTV4D 与 IGTV3D 的中位 DSC 值分别为 0.86

（0.80～0.91）、0.85（0.78～0.87）和 0.82（0.76～0.88），对应的 OI 值分别为 0.89（0.82～

0.96）、0.95（0.79～0.98）和 0.93（0.87～0.99）；胸上段、胸中段以及胸下段 IGTV4D 与

IGTV4D'的中位 DSC 值分别为 0.92（0.90～0.95）、0.92（0.83～0.94）和 0.89（0.79～

0.94），对应的 OI 值分别为 0.85（0.83～0.90）、0.85（0.75～0.89）和 0.80（0.66～0.88）。

因此，利用 3D-CT 图像经验外扩勾画的靶区会造成周围正常组织受到不必要的照射（9-24%）；

采用吸气末和呼气末两个时相融合的靶区会造成肿瘤靶区的漏照（10-34%）。 

结论  在食管癌调强放疗模拟定位中，4D-CT 模拟定位技术优于 3D-CT 模拟定位技术。采用 4D-

CT 图像勾画的靶区既能保证了靶区对肿瘤的精确覆盖，又能减少了周围正常组织的受照体积，有

利于推进食管癌个体化精确放疗。 

 
 
PS-017 

胸腺瘤伴重症肌无力与单纯胸腺瘤患者临床与预后 

 
李月敏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9 医院 100091 

 

目的  探讨胸腺瘤伴重症肌无力（Myasthenia Gravis，MG）患者与单纯胸腺瘤患者的临床病理特

点及预后。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2016 年经病理证实的 182 例胸腺瘤伴或不伴 MG 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

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χ2 检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进行预后分析。  

结果  182 例患者中，胸腺瘤合并 MG 患者 130 例，单纯胸腺瘤患者 52 例。胸腺瘤伴 MG 患者平

均发病年龄为 45.2 岁，而单纯胸腺瘤患者平均发病年龄为 51.3 岁。胸腺瘤合并 MG 患者肿瘤直径 

5 cm 以下者占 74.6%，而单纯胸腺瘤肿瘤直径 5 cm 以上者占 82.7%。在 Masaoka 分期上，胸腺

瘤合并 MG 患者中 I、II 期占 78.4%，而单纯胸腺瘤患者中 III、IV 期占 57.7%。胸腺瘤合并 MG 

患者与单纯胸腺瘤患者的总体 3 年生存率分别为 99.0% 和 81.6%（P=0.001），5 年生存率分别

为 91.5%和 37.5%（P=0.000）。161 例胸腺瘤患者中完整切除与非完整切除患者的 3 年生存率分

别为 96.5% 和 79.2%（P=0.008），5 年生存率分别为 89.7% 和 29.4%（P=0.000）。Masao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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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 II 期的胸腺瘤患者中单纯完整切除与完整切除+术后放疗患者的 3 年生存率分别为 95.8% 和 

100%（P=1.000），5 年生存率分别为 85.7% 和 100%（P=0.467）。 

结论  较单纯的胸腺瘤患者而言，合并 MG 的胸腺瘤患者发病年龄更趋向年轻化，肿瘤直径明显偏

小，Masaoka 分期较早。MG、完整手术切除是胸腺瘤患者积极的预后因素，II 期完整手术切除患

者术后放疗可降低复发率。 

 
 
PS-018 

167 例中晚期食管癌放化疗的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赵化荣 武二伟 齐洪志 张宋安 张蕾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中心 830011 

 

目的  探讨食管癌三维放疗+化疗生存情况及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在我院 167 例食管癌患者，给予根治性放化疗，放疗设备为 Elekta-6MvX 线直线加速

器，放疗方案采用三维适形放疗(3DCRT)或调强放疗(IMRT)，放疗中位剂量为 62Gy。化疗方案为

―氟尿嘧啶+顺铂或多西紫杉醇+顺铂‖，分别行 4-6 周期。采用 SPSS17.0 软件行 Kaplan-Meier 法

计算总生存率（OS），并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 法检验 P 值，对 P＜0.05 的单因素行 Cox 回归

多因素分析。 

结果  全组患者 1 年、3 年、5 年生存率分别为：73.7％、51.5％、26.3％，中位生存时间 36 个

月。单因素结果显示治疗方式、肿瘤位置、肿瘤长度、肿瘤分期、放疗剂量、放射性肺炎为影响食

管癌患者生存的主要因素（P=0.022、0.017、0.040、0.001、0.000、0.002）。COX 多因素分析

发现治疗方式、肿瘤长度、肿瘤分期、放射性肺炎为影响食管癌预后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18、0.001、0.004、0.000）。 

结论  放化疗对中晚期食管癌患者安全有效，其中同步放化疗、肿瘤长度≤5cm、肿瘤分期较早、未

发生放射性肺炎的患者预后生存较佳。 

 
 
PS-019 

食管癌 IMRT、VMAT 和 TOMO 心脏及肺的剂量比较 

 
孔月 徐裕金 胡晓 王谨 马红莲 方敏 董百强 李浦 杨双燕 唐华容 陈明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目的  比较胸段食管癌 3 种放疗技术（IMRT，VMAT，TOMO）的心脏和肺剂量分布。 

方法  搜集 15 名于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浙江省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胸段食管鳞癌病人资

料。该 15 名患者均接受胸部放射治疗，每名患者共制作 3 套放疗计划。IMRT（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和 VMAT（volumetric intensity modulated arc therapy）在 RayStation 

4.0v 计划系统(RaySearch Laboratories AB)制作。TOMO（TomoTherapy）在 TomoHTM Version 

2.0.5 计划系统(Accuray Inc.)制作。处方剂量为 60Gy/30F。剂量参数从 DVHs （dose-volume 

histograms）获得，包括 PTV（planning target volume），心脏，心脏亚单位以及肺剂量参数。

我们利用 Kruskal-Wallis 方法进行统计学比较，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PTV、心脏和肺的平均体积为 399.20±355.20cm3, 671.18±273.62cm3 and 

3906.51±1717.20cm3。与 IMRT 和 VMAT 相比，TOMO 可以降低 PTV、心脏、左心房及肺的最

大剂量，其剂量分别为 6515.80cGy,6433.53cGy, 6390.87cGy and 6474.00cGy，P 值均< 0.05。3

种放疗技术的 CI（conformity index）和 HI (homogeneity index)无明显差异。 

结论  相较于 IMRT 和 VMAT，TOMO 可以降低 PTV、心脏、左心房和肺最大剂量，但在剂量的均

一性及适形性无明显差异。放疗过程中心脏与肺存在相互影响，TOMO 可能是防止放射性心脏、

肺损伤的更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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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20 

放序贯放化疗与同步放化疗对食管癌预后影响的 Meta 分析 

 
杨健筌 文世民 胡欣 潘荣强 李德智 別俊 

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目的 评价同步放化疗与序贯放化疗治疗食管癌的远期疗效。 

方法 计算机检索 The CochraneLibrary、Pubmed、Embas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中文科技期全文数据库(VIP)和万方数据库,对符合纳

入标准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 RevMan5.3 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22 个研究 1933 名患者，结果显示，同步放化疗组在 1 年生存率[OR=2.08，95%CI

（1.69，2.56）, P＜0.00001]、2 年生存率率[OR=2.26，95%CI（1.79，2.86）, P＜0.00001]、3

年生存率[OR=2.37，95%CI（1.88，3.00）, P＜0.00001]、1 年疾病局部控制率[OR=2.31，

95%CI（1.41，3.79）, P=0.0009]、2 年疾病局部控制率[OR=1.81，95%CI（1.19，2.75）, 

P=0.0006]、3 年疾病局部控制率[OR=2.41，95%CI（1.48，3.91）, P=0.0004]优于序贯放化疗

组，在远处转移方面，两组无差别（=0.38）。 

结论 现有证据表明，同步放化疗治疗食管癌在 1、2、3 年生存率，1、2、3、年局部局部控制率优

于序贯放化疗，但受纳入研究的质量的影响，上述结论尚需更多高质量的临床试验来进一步证实。 

 
 
PS-021 

阴性淋巴结个数对胸段食管鳞癌术后患者预后的影响 

 
武亚娟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目的 探讨阴性淋巴结个数对胸段食管鳞癌患者预后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手术治疗的且符合入组条件的

1367 例食管癌术后患者，主要分析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及阴性淋巴结个数对患者预后的影响，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患者 1、3、5 年总生存率（OS）和无瘤生存率（DFS）分别分别为 87.5%、61.3%、51.3%

和 76.6%、53.2%、45.5%。阴性淋巴结个数≥10 枚组患者 1、3、5 年 OS 及 DFS 均显著优于阴性

淋巴结个数＜10 枚组患者（χ2=7.241,6.887；P=0.007,0.009）。患者年龄、T 分期及 TNM 分期

为患者 OS 及 DFS 的独立性影响因素；另外既往有吸烟史为影响患者 OS 的独立性影响因素；而

病变部位、术中粘连、术中摘除阴性淋巴结个数及转移区域数为患者 DFS 的独立性影响因素。 

结论 阴性淋巴结个数为影响胸段食管鳞癌术后患者无瘤生存率的独立性因素。建议在手术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的多清扫淋巴结以减少阳性淋巴结的漏检率。 

 
 
PS-022 

食管 鳞癌脑转移预后分析 

 
宋欣 

山西省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食管癌脑转移的生存及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 73 例食管鳞癌脑转移患者，单发脑转移 16 例，多发脑转移 57 例，其中 55 例有脑

转移症状，48 例同时出现颅外转移，原发灶与脑转移灶间隔时间小于 6 个月 20 例，6-12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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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2-24 月 19 例，24-36 月 14 例。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并 logrank 法单因素预后分析，

cox 模型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 全部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 19.16 月，脑转移后中位生存期 5.37 月。单因素预后分析：有无颅

外转移（X2=4.103  P= 0.043）、RPA 分级（X2=13.755  P= 0.001）、KPS 评分（X2=8.118  P= 

0.004）、脑转移的治疗方法（X2=9.839  P= 0.007）是食管鳞癌脑转移的预后不良因素。多因素

预后分析有无颅外转移(B=-0.756 P=0.015) 、KPS 评分(B=0.757 P=0.008)、脑转移灶的治疗方法

B=0.420 P=0.007)是食管鳞癌脑转移的预后不良因素。 

结论 有无颅外转移、KPS 评分、脑转移灶的治疗方法是食管癌脑转移的预后不良因素。 

 
 
PS-023 

复发性胸腺瘤的再治疗模式与预后因素的分析 

 
冯勤付 许猜 王晓丹 周宗玫 翟医蕊 梁军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100021 

 

目的  胸腺瘤发病罕见和复发率低，但复发模式及复发再治疗疗效和规范有待更多研究。  

材料与方法 1991 年 4 月至 2012 年 11 月，331 例胸腺瘤在我院行根治性切除，23 例出现复发，

包括外院术后复发来院诊治者共 32 例复发性胸腺瘤。 结果：在行根治性切除胸腺瘤中，总复发率

6.9%（23/331），中位复发时间 33 个月，复发后的中位生存时间 30 个月。复发者与未复发者的

首次治疗后 5 年和 10 年 OS 率分别为 77.4%和 52.4%与 94%和 89.2%（P=0.000）。 根据 2010

年国际胸腺肿瘤协作组织的复发标准，局部复发为 43.5%，区域复发为 65.2%，远处复发为

43.5%，两种或以上者为 39.1%。中位局部复发、区域复发和远处转移时间分别为 49 个月、29 个

月和 31 个月。多因素分析为 Masaoka 分期 (p=0.005), 肿瘤大小 (p=0.033)及 WHO 病理类型 

(p=0.046) 与复发明显相关，肿瘤大小与 Masaoka 分期明显相关。 在我院诊治的 32 例复发性胸腺

瘤中，7 例进行了再次手术者，2 例 R2 给予术后放疗或放化疗，无术后 30 天内死亡，随诊中均存

活。 

在 9 例接受放疗中，其中 4 例为局部复发，5 例为区域或远处复发。复发后的 5 年生存率为

77.8%，局部和区域与远处复发者分别为 100%与 60%,(p=0.34)。复发后的总中位生存为 59 个

月，局部复发者为 60 个月，区域或远处复发者为 37 个月。 在接受化疗 9 例中，3 例加放疗。加

放疗 3 例分别在复发后 53、66 月和 66 个月仍存活；6 例无放疗者 5 年生存率为 37.5%，中位生存

时间为 30 个月。 在 5 例未正规治疗和 2 例治疗不详者，复发后 1 年 OS 为 50%,中位生存时间为 3

个月。  

结论 胸腺瘤完全切除术后以胸膜复发最常见，区域复发其次，肺转移与远处转移两者相似。III/IV

期, 肿瘤较大（≥8cm）和 B3 型是高危复发因素，且肿瘤大小也与分期相关。年轻、局部和区域复

发及复发时间晚是复发后再治疗的良好预后因素。较孤立复发者，选择再次手术安全，疗效好；给

予精确放疗或结合化疗，病变控制效果好。不能手术较广泛局部复发者，放化疗结合或先化疗结合

手术可取得满意效果。总之，复发胸腺瘤应给予积极的再治疗，甚至多次再治疗，仍可获得好疗

效。但首先选择疗效相似，但能更好保护器官功能的治疗方法。 

 
 
PS-024 

548 例食管癌三维放疗 GTV 受量分析与预后 

 
任雪姣 韩春 刘丽虹 王澜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食管癌患者三维放疗 GTV 受量差异对食管癌放疗局控及生存的影响，为临床提供参考依

据并指导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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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004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 548 例食管鳞癌患者接受 60Gy 常规分割三维放疗，根据治疗计

划 GTV 实际受量差异进行分组，比较局控及生存差异。 

结果 全组 GTV 高受量组 201 例，低受量组 347 例，高受量组与低受量组 1、3、5、7 年局控率分

别为 83.5%、62.6%、57.5%和 52.9%，71.3%、44.8%、41.7%和 38.8%；两组 1、3、5、7 年生

存率分别为 79.6%、44.3%、34.0%和 26.1%，66.3%，29.7%、21.8%和 17.0%，高受量组局控

率和生存率明显高于低受量组（χ2=13.526、14.411，P=0.000、0.000）。GTV 低受量组与高受

量组相比，相对 T 分期偏晚（Z= -2.105，P= 0.035），肿瘤体积较大（38.2cm3：48.1 cm3，Z= -

3.163，P= 0.002）。校正体积和分期因素，高受量组的 1、3、5、7 年局部控制率及生存率仍明

显高于低受量组（χ2=3.909、7.959、4.248、6.623，P=0.048、0.005、0.039、0.010）。排除化

疗因素影响，单纯放疗者与接受化疗者，高受量组的 1、3、5、7 年局部控制率及生存率均明显高

于低受量组（χ2=6.983、4.718、6.418、5.509，P=0.008、0.03、0.011、0.019）。Cox 回归模

型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部位、非手术 N 分期、GTVDmin 高低剂量分组、PTVD95 高低剂量分组、

PTVD90 高低剂量分组为独立预后影响因素。 

结论 食管癌三维放疗治疗计划 GTV 剂量学保障及优质的治疗计划为生存获益因素。GTV 最低受量

和 PTV95%体积所接受剂量低于处方剂量者预后较差。 

 
 
PS-025 

T4N+Ⅲ期食管中下段癌调强放疗长期生存分析 

 
任雪姣 王澜 韩春 田华 刘丽虹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观察 T4N+Ⅲ期食管中下段癌 IMRT 长期生存情况及临床毒副反应。 

方法 2004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 300 例 T4N+Ⅲ期食管中下段癌患者，采用 3D-CRT 202 例，

IMRT 98 例，放疗剂量 60Gy。比较两种不同治疗方式的长期生存情况及临床毒副反应。 

结果 3D-CRT 组和 IMRT 组 1、3、5、7 年局控率分别为 64.4%、40.6%、38.3%、34.2%和

68.3%、55.3%、51.9%、51.9%；两组 1、3、5、7 年生存率分别为 54.5%、19.8%、14.7%、

10.9 %和 63.3%、34.7%、24.4%、20.3%。IMRT 组局控率及生存率明显高于 3D-CRT 组

（P=0.048、0.013）。分层分析显示年龄＞65 岁、放疗前食管造影长度＞8.0cm、CT 最大横径＞

4.6cm、GTV 体积＞60cm
3、邻近组织或器官受累、非手术 N2 期、未行化疗者，IMRT 组生存率

高于 3D-CRT 组。IMRT 组 GTVDmin和 GTVD100高于 3D-CRT 组，脊髓最大受量低于 3D-CRT

组；两组 PTVD95、肺平均剂量、双肺 V5、V10、V15、V20及心脏 V40，无明显统计学差异。IMRT

组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明显高于 3D-CRT 组，以轻度（1-2 级）食管炎为著（P=0.000）。急

性放射性肺炎发生率及轻重程度两组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121）。3D-CRT 组死于肿瘤局部因

素的比率明显高于 IMRT 组（P=0.039）。 

结论 局部晚期食管中下段癌 IMRT 安全有效，相较于 3D-CRT 局控率明显提高，正常组织保护良

好，长期生存获益显著。 

 
 
PS-026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预测食管癌放射敏感性的动物实验研究 

 
聂梦林 韩春 王澜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从动物模型层面探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在预测食管癌放射敏感性的应用价值。 

方法 建立人食管癌 Eca-109 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将建模成功的 24 只荷瘤裸鼠随机分为实验组

（14 只，接受单次剂量 15Gy 的 6MV-X 射线的放射治疗）和对照组（10 只，不接受任何治疗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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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两组荷瘤裸鼠在实验组接受放疗前数小时及之后的 1、6、13 天行常规 MRI 及 DWI 检查。

测量移植瘤不同检查时间点的表观弥散系数（ADCX）并计算 ADC 值的变化率（ΔADCx）。用游

标卡尺测量移植瘤体积（VX）至放疗后 24 天并计算体积的变化率（ΔVX）。不同时间点两组

ADC 值及 V 值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同一时间点两组间定量指标的比较采用多变量方差分

析，ADC 值与观察终点体积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两组 ADC 值在第 1 天均下降，而实验组下降更为明显，之后在第 6、13 天时实验组逐渐升

高，并高于放疗前 ADC 值，而对照组则持续下降。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提示，放疗后各时间点的

ADC 值与放疗前比较有差异（P<0.05），进一步行多变量方差分析显示放疗前两组的 ADC 值无显

著性差异（P=0.991, >0.05），但在放疗后 3 个测量时间点，两组的 ADC 值均有显著的统计学差

异（P 值分别为 0.021、0.001、0.000, <0.05）。在不同时间点上两组的 ΔADC 也具有显著性差异

（P 值分别为 0.006、0.002、0.000，<0.05）。实验组移植瘤在放疗后出现了明显的生长延迟现

象。多变量方差分析显示，放疗前两组 V0无显著性差异（P=0.393，>0.05），第 1、2、3、4 天

时，对照组 V 和 ΔV 稍高于实验组，但仍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 值均>0.05），而从放疗后第 5 天

开始，两组 V 和 ΔV 开始出现显著性差异（P 值均<0.05）。放疗前 ADC 值与观察终点体积 V24无

明显相关性，而放疗后第 1 天的 ADC 值大小与 V24呈正相关，第 6、13 天呈负相关，r 值分别为

0.617、-0.685 和-0.896，P 值分别为 0.001、0.000 和 0.000。 

结论 ADC 值可以先于肿瘤形态学变化而发生改变，DWI 具有早期预测食管癌放射敏感性的潜力。 

 
 
PS-027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技术预测食管癌放化疗敏感性的临床研究 

 
杨芳 韩春 王澜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用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技术预测食管癌放射敏感性的应用价值，为临床提供参考。 

方法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1 月前瞻性入组符合条件的食管鳞癌患者 25 例，均行适形/调强放

疗，处方剂量 60Gy/30 次/6w，辅以同期化疗（FP 或 TP 方案，于放疗的第 1、5 周同期给予）。

所有患者于放疗前、放疗两周末（20Gy/10f）及放疗结束时（60Gy/30f）行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

（DWI）检查，测量其 DWI 参数（ADC、△ADC），观察 DWI 对食管癌放疗敏感性的预测价值。 

结果⑴经影像学综合评价，全组完全缓解（CR）13 例（52.0%），部分缓解（PR）12 例

（48.0%），CR 组与 PR 组疗前、放疗两周、放疗结束时的 ADC 值（10
-3

mm
2
/s）分别 1.61±0.63 

vs 1.42±0.33，2.22±0.57 vs1.65±0.34，2.81±0.49 vs 1.92±0.35，3 个时间点的 t 分别为 0.995，

3.033 和 5.238，P 分别为 0.333，0.007 和 0.000，从第 2 周末开始 CR 组 ADC 值显著高于 PR

组。⑵ CR 组与 PR 组放疗 2 周末时的 ADC 与疗前 ADC 的差值（△ADC）分别为 0.60±0.21 和

0.24±0.16，t=4.902，P=0.000，ADC 值变化率（△ADC%）分别为 45.26%±26.79%和

18.09%±13.49%，t=3.239，P=0.005。两组放疗结束时的△ADC 分别为 1.19±0.41 和 0.50±0.24，

t=5.173，P=0.000，△ADC%分别为 91.62%±55.17%和 38.56%±22.96%，t=3.182，P=0.006。⑶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的结果显示放疗 2 周末时的肿瘤

ADC 值、△ADC、△ADC%均对治疗反应有预测价值，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776、

0.929、0.833，以△ADC 的预测效能最高，预测准确性高，寻找到的界值为 0.41×10
-3

mm
2
/s，对

应的灵敏度为 92.3%，特异度为 83.3%。 

结论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技术可早期预测食管癌的治疗反应，放疗两周末时的 ADC 值变化量

（△ADC）可能为优选的预测指标，放化疗敏感者 ADC 值变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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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28 

胸段食管鳞癌新辅助放疗或放化疗后的 Nomogram 预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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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2.四川省肿瘤医院 

3.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目的  对于评估新辅助放疗或放化疗后的食管鳞癌患者的生存，AJCC 癌症分期系统有一定的局限

性。另一项指标病理完全缓解(pCR)能较好的区分 pCR 与 non-pCR 患者的预后，但对于 non-pCR

患者无法细分出更多亚群。本研究旨在建立一个 Nomogram 模型和递归分割分析(RPA)模型进行预

后预测，并对后续治疗做出一定指导。 

材料和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1980 年-2014 年 407 例确诊胸段食管鳞癌并接受新辅助放疗或放化疗

的患者。使用 Cox 等比例风险模型对年龄，性别，肿瘤长度，治疗反应，淋巴结状态，手术性

质，上切缘长度和吻合口瘘 8 个因素对总生存的影响进行分析并计算 HR 和 95%CI。然后，利用

Nomogram 和 RPA 模型分别根据每个变量的权重计算总分并预测这些患者的预后。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 26.0 个月（生存患者 49.9 个月）。5 年总生存率和无病生存率分别为

36.7%和 36.1%。中位生存时间和中位无病生存时间分别为 31.0 个月和 23.0 个月。AJCC 2009 癌

症分期系统不能很好地区分ⅡB 和ⅢA（p=0.005）以外新辅助放疗或放化疗后各期别患者的总生

存。根据 Nomogram 总分将患者分为 4 组（总分：A 组：≤180; B 组：180-270; C 组：270-340; D

组：> 340）。相应的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57.3％，40.7％，18.3％，6.1％（A vs. B, p=0.025; 

B vs. C, p=0.01; C vs. D, p=0.000）。相应的 5 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 57.4％，40.8％，18.3％，

6.0％（A vs. B , p=0.024; 

B vs. C, p=0.002; C vs. D, p=0.000）。RPA 模型表明淋巴结状态，上切缘长度和治疗反应是影响

生存的最佳预后因素。利用该模型将患者划分成 4 组，但第 2 组和第 3 组在总生存无统计学差异

(p=0.574)。 

结论  Nomogram 模型能够较好的预测新辅助放疗或放化疗后胸段食管鳞癌患者的预后。而 AJCC

癌症分期系统和 RPA 模型在该方面的预测能力有一定局限性。该 Nomogram 模型可以应用于指导

高危患者的后续治疗，但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PS-029 

四周 TP 方案（顺铂联合紫杉醇）同步放疗对局部进展期食管鳞

癌患者疗效的长期随访结果分析 

 
朱晗婷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评估四周 TP 方案（顺铂联合紫杉醇）同步放疗治疗局部进展期食管鳞癌的长期疗效及晚期

毒副反应 

方法 本试验为 II 期单臂临床试验，计划入组 2008 年至 2011 年间不可手术的局部进展期食管鳞癌

患者 76 例，患者接受放疗（后程加速放疗：前 4.6 周接受 41.4Gy/23 分次放疗，后 1.6 周后程加

速 27Gy/18 分次，每天 2 次，两次之间间隔大于 6 小时；或常规放疗：61.2Gy/34 分次，每周 5

次）联合四周 TP 方案（顺铂 25mg/m2，静滴，d1-3，紫杉醇: 175mg/m2,静滴,d1, q4w*4 疗

程）。主要研究终点为总生存率（OS）和无病生存率（PFS），次要终点为毒副反应。 

结果  试验共入组 76 人，63.2%患者完成了四周的化疗，中位观察时间为 78.5 个月，其中 17 人存

活，53 人死亡，6 人失访。在存活人群中，16 人无疾病进展，1 人局部进展。死亡患者中，16 人

仅局部复发，23 人只有远处转移，8 人合并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其余 6 人其他原因死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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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例发生第二原发肿瘤，3 例第二原发肿瘤进展，1 例心衰。对以上数据分别进行 ITT（意向性）分

析和 PP（符合方案）分析，ITT 分析纳入所有入组患者 76 人，PP 分析剔除失访人群。ITT 分析，

中位生存时间为 28.5 月（98%CI：15.2-41.8），3 年生存率 52.6%，5 年生存率 26.4%。中位无

病生存时间 14.7 月（95%CI：10.7-18.7）。PP 分析，中位生存时间为 23.7 月（95%CI：13.0-

34.4），3 年生存率为 57.1%，5 年生存率为 25.3%，中位无病生存时间 13.3 月（95%CI：9.7-

16.9）。三级以上晚期反应仅观察到 1 例患者，主要表现为心脏衰竭。Log-rank 分析，仅患者分期

（II-III 期：36.1 月 v.s IV 期：35.5 月，P 值：0.037）和化疗周期数（1-3 周期：16.1 月 v.s 4 周

期：35.5 月，P 值：0.013）P 值小于 0.05，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放疗联合 4 周期 TP 方案治疗局部进展期食管鳞癌安全有效。目前，我院正在开展一项多中心

随机 III 期临床试验，比较基于紫杉醇的三种不同化疗方案联合放疗治疗晚期食管鳞癌的疗效

（NCT 02459457）。 

 
 
PS-030 

白蛋白紫杉醇顺铂周方案化疗同步 IMRT 治疗不可手术的局 部晚

期食管癌的 I/II 期临床研究 

 
王大权 庞青松 章文成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探讨白蛋白紫杉醇顺铂周方案化疗同步 IMRT 治疗不可手术的局部晚期食管癌的耐受性和临

床疗效。 

方法 前瞻性入组 18 例局部晚期食管癌患者，均接受根治性同步放化疗。放疗剂量为 95%PTV 

60Gy/30f，同步化疗方案为：白蛋白紫杉醇 60mg/m2/W，顺铂 25mg/m2/W,放疗 d1,8,15,22 同步

化疗。放化疗结束后巩固化疗 nab-TP 3 周方案 2 周期。 

结果 全组中位随访时间 13.8 个月，患者中位年龄 60（36-72）岁，72.2%（13/18）的患者临床分

期为 III 期，鳞状细胞癌患者占 94.4%。客观缓解率为 88.9%（16/18），其中 CR 3 例，PR 13

例，SD 2 例，分别占 16.7%、72.2%和 11.1%。2 年 LC、无远转生存率、PFS 及 OS 分别为

73%、55%、46%和 59%，中位 PFS 17.15 个月，中位 OS 24.89 个月。在不良反应方面，3-4 级

骨髓抑制 3 例（16.7%），3 级放射性食管炎 3 例（16.7%），3 级放射性肺炎 2 例（11.1%）。 

结论 周方案白蛋白紫杉醇顺铂联合放疗治疗局部晚期不可手术的食管癌疗效较好，不良反应可以

耐受。 

 
 
PS-031 

食管癌早期症状及饮食禁忌 

 
高峰 段云龙 孟万斌 

甘肃省武威医学科学研究院放疗科 733000 

 

食管癌是人类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世界每年约 30 万人死于食管癌。我国是食管癌的高发国

家，又是食管癌病死率最高的国家，每年因食管癌死亡者约 15 万人，占全部恶性肿瘤病死率的近

25％。本病病位在食管，属胃气所主。除胃之外，又与肝、脾、肾都密切相关。本病病因病机为忧

思伤脾，脾伤则气结，气结则津液不得输布便聚而为痰，痰气交阻食管，渐生噎膈，或郁怒伤肝，

肝郁气滞，血行不畅，血脉瘀阻，瘀痰互结，忸于食管，久瘀成积，发为本病。嗜酒过度，嗜食辛

酸燥热之品，燥伤津液，咽管干涩，瘀热停留，内阻于食管而成噎膈之症。房劳过度，伤及肾阴，

津伤血燥，痰热停留，久则痰瘀热阻于食管而成噎膈。在食管癌的辨证上，主要是察其虚实。实者

乃气、血、痰互结，阻塞谷道而出现的各种证候。虚者多因体质素虚或病程延久转虚而出现津液、

气液亏耗的各种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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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32 

预防性放化疗对食管癌根治术后复发淋巴结挽救性放化疗 

疗效的影响 

 
陆进成 丁乃昕 周益琴 刘伟 蒋鸣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探讨预防性放化疗对食管癌根治术后复发淋巴结挽救性放化疗疗效的影响。 

方法  收集 2011.8-2015.11 年本院实行电子病历以来本科收治的食管鳞癌根治术后淋巴结复发再行

挽救性放化疗的患者，剔除术前已行新辅助治疗者。手术日为起始点计算复发时间，复发日为挽救

性放化疗疗效起算点，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并 Logrank 法检验，Cox 模型多因素分析。  

结果  截止 2016 年 5 月共收集符合条件患者 58 例，其中，男性 47 例，女性 11 例，中位年龄 62

岁，范围：46-76 岁。是否进行预防性放化疗的患者分别为 24 例和 34 例。根据术后病理按

AJCC2009 第七版分期，上段：7 例，中段：41 例，下段：10 例；淋巴结阳性患者 24 例（N1：

16 例，N2：6 例，N3：2 例），阴性患者 34 例；T 分期：8 例 T1，14 例 T2，30 例 T3，6 例

T4。复发部位：锁骨上 13 例，纵隔 31 例，腹腔 5 例，2 处及以上复发患者 9 例，中位复发时间为

12.5 个月，范围 1-87 个月。本组 1、3、5 年的术后总生存率分别为：94.8%、53.0%、29.6%，

是否进行预防性放化疗的 1、3、5 年术后总生存率分别为：91.7%、41.7%、23.2%和 97.1%、

60.8%、35.3%（P=0.0134）；性别（男和女）、年龄（是否大于 60 岁）、肿瘤部位（上中

下）、淋巴结术后病理（是否阳性）、T 分期（T1+T2 和 T3+T4）、预防性放化疗（是否）、复发

时间（是否大于 12 个月）和复发部位（锁骨上，纵隔，腹腔和多处复发）进入多因素分析，结果

显示：复发时间（P=0.0005）和 T 分期（P=0.0354）是术后总生存率的影响因素。挽救性放化疗

后的 1、3 年生存率分别为：68.7%、26.9%，是否进行预防性放化疗的 1、3 年生存率分别为：

54.2%、6.5%和 88.1%、46.2%（P=0.0005），多因素分析显示：是否预防是影响挽救性放化疗

疗效的唯一因素（P=0.0093）。 

结论  食管癌根治术后预防性放化疗明显降低复发淋巴结挽救性放化疗的疗效。 

 
 
PS-033 

胸段食管鳞癌术后放疗锁骨上靶区外界的临床研究 

 
姚成云 陆进成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评估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放疗锁骨上靶区的外界勾化到颈内静脉外缘的安全性，为食管鳞

癌术后放疗锁骨上区域的临床靶体积的优化可行性提供依据。 

方法 入组 18 例胸段食管鳞癌 R0 术后患者。行定位 CT 扫描，患者锁骨上 CTV 外界预防范围勾画

到颈内静脉外缘。对照组 20 例患者锁骨上 CTV 外界范围勾画至颈横血管。处方剂量 DT50.4Gy,常

规分割照射。其中试验组 13 例、对照组 15 例患者行 TP 方案同步化疗。以 Kaplan-Meier 法进行

生存分析。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 1 年锁骨上区域控制率、颈内静脉外缘以外区域复发率均无统计学差

异。但 CTV 外界缩小后，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得到提高（P<0.05）。 

结论 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锁骨上区域预防性放疗范围外界可适当缩至颈内静脉外缘，以期提高

患者的远期生活质量。值得进一步临床扩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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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34 

螺旋断层固定野调强放疗技术在中段食管癌放疗中的剂量优势 

 
朱传营 査元梓 蒋马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0092 

 

目的  探究螺旋断层固定野调强放疗 TomoDirect（TD）技术在中段食管癌放疗中的剂量分布有无

比常规加速器优势。 

方法  对本院收治的 5 例局部晚期根治性中段食管癌患者进行研究。分别在 TomoDirect 和

Oncertran 计划系统设计 TD、常规加速器不同设野方向和设野数目固定野调强放疗（IMRT）计

划，给予相同的计划参数。比较 2 种计划的靶区适形度指数（CI）、均匀性指数（HI）和危及器官

（OARS）受量以评价计划质量。 

结果  与 IMRT 计划相比，TD 计划的靶区 CI 和 HI 在前后小―米‖字形设野安排时，具有明显的剂量

学优势（P<0.05）；常规的前后主野加一个或两个后斜野无剂量学明显优势（P>0.05）。与 IMRT

计划相比，TD 计划的平均双肺Ｖ20 、Ｖ30 和平均剂量显著变低（P<0.05）。TD 和 IMRT 计划的

心脏平均剂量无显著差别（P>0.05）但心脏最大剂量要高（D2P<0.05）。IMRT 比 TD 计划的脊

髓最大剂量和正常组织平均剂量要高（P<0.05）。 

结论  TD 技术应用于中段食管癌放疗设定特定的设野具有一定优势，与 IMRT 技术相比，TD 靶区

CI、HI 以及平均双肺Ｖ20 、Ｖ30 和平均剂量具有明显的剂量优势。 

 
 
PS-035 

基于 CT 的食管癌非手术 N 分期研究 

 
许鸿鹞 李忆璇 吴盛喜 罗何三 黄河澄 林连兴 

汕头市中心医院 515031 

 

目的 更好的完善目前的食管癌非手术 N 分期。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从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我院接受放疗的 501 例初治食管鳞癌患者，分

析锁骨上淋巴结、纵隔淋巴结等对生存的影响，完善原非手术 N 分期并对推荐 N 分期进行评价。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 16 个月（2-91 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 12 个月。全组 1、3、5 年生

存率分别是 64.9%、26.5%和 18.3%。1、3、5 年局部控制率分别是 72.7%、53.1%和 43.6%。单

因素分析显示，颈段和胸上段食管癌锁骨上淋巴结转移发生率明显高于胸中、下段，分别为 25.7% 

vs. 14.2%，P=0.034；且颈段和胸上段食管癌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的 3 年总生存率和 3 年无远处转

移生存率明显高于胸中、下段，分别为 24.2% vs. 11.5%，P=0.016 和 84.8% vs . 69.2%，

P=0.007。建议将食管胸上段癌锁骨上淋巴结转移归为 N1。淋巴结转移个数对患者的总生存率和

无远处转移生存率的影响均有统计学差异。而多因素分析也显示，淋巴结转移个数是影响患者生存

和远处转移的独立预后因素。推荐将淋巴结转移个数作为食管癌非手术 N 分期的标准，并将

Ln=1、2 归为 N1，将 Ln≥3 归为 N2。推荐的 N 分期无论在风险差异性、生存预测值或者均衡性方

面均优于原 N 分期。 

结论  食管胸上段癌锁骨上淋巴结转移归为 N1 是比较合理的；在 N 分期中加入淋巴结转移个数这

个因素后，推荐的 N 分期更加科学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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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36 

局部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放化疗与新辅助化疗比较 

 
李雪

1
 郝大选

2
 王建华

1
 

1.河南省肿瘤医院 

2.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目的  比较局部进展期食管鳞癌新辅助放化疗（NCRT）与新辅助化疗（NCT）疗效。 

方法  收集自 2009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接受新辅助放化疗与新辅助化疗联合

手术治疗局部进展期食管鳞癌 177 例患者资料，采用 SPSS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比较两组患

者生存情况。 

结果  NCRT 组 2、3 年样本数分别为 44、26 例，NCT 组 2、3 年样本数分别为 47、28 例。NCRT

组病理完全缓解率（pCR）为 22.2%，明显高于 NCT 组 9.5%（P=0.019）。NCRT 组与 NCT 组

术后并发症死亡率分别为 1.4%、4.8%，发生率分别为 20.8%、27.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05、P=0.403）。NCRT 组与 NCT 组总复发率分别为 43.1%、49.5%，统计学无明显差异

（P=0.397）。NCRT 组与 NCT 组 1、2、3 年总生存率（OS）分别为 87%、74%、51%和

81%、64%、51%，1、2、3 年无病生存率（DFS）分别为 77%、54%、50%和 65%、54%、

46%，两组 OS 和 DFS 生存分布统计学无明显差别（P=0.527，P=0.379）。 

结论  新辅助放化疗较新辅助化疗可明显提高局部进展期食管鳞癌患者 pCR 率，同时并未增加手术

后并发症死亡率和发生率，但两组 OS 和 DFS 无明显差异，最终结果仍需要前瞻性、多中心、大

样本研究证实。 

 
 
PS-037 

经外周植入的中心静脉置管营养加三维适形调强放疗治疗完全梗

阻性食管癌 

 
朱成斌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830001 

 

目的 探讨经外周植入的中心静脉置管(PICC)营养加三维适形调强放疗治疗完全梗阻性食管癌的近

期疗效。 

方法 本院 2010 年 5 月-2016 年 5 月，经病理证实诊断为食道鳞状细胞癌并完全梗阻的病人 12

例，放疗前行 1-2 周经外周植入的中心静脉全营养支持治疗。再接受三维适形调强放射治疗,靶区处

方剂量为 95%PTV60-66Gy/30-33 次，2Gy/次，5 次/周。 

结果 PICC 营养支持治疗 1-2 周后临床获益率为 100%;进食症状改善情况：显效者 3 例，有效者 7

例,有效率为 83.3%；近期梗阻缓解情况：CR5 例，PR 6 例，总有效率为 91.7%；放疗不良反应为

轻度的气管反应 6 例，白细胞降低 I 级 2 例、血小板降低 I 级 1 例、恶心 I 级 2 例，II 级 2 例，。 

结论 经外周植入的中心静脉置管(PICC)营养加三维适形调强放疗治疗在改善完全梗阻性食管癌的

病人一般情况，改善病人进食情况有效，在解除食道梗阻及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方面疗效较好，副

反应可以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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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38 

氨磷汀对减轻肺癌放疗中放射性食管炎的临床观察 

 
王艺茜 孙亮新 邓晓琴 金肃年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放疗科 116021 

 

目的  放射性食管炎是肺癌患者放射治疗的主要不良反应之一，亦是影响放疗疗效的剂量限制性因

素之一。氨磷汀为正常细胞保护剂，主要用于各种癌症的辅助治疗，放疗前应用可显著减少口腔干

燥和粘膜炎的发生。本研究旨在观察肺癌患者放疗中氨磷汀在减轻放射性食管炎方面的作用与疗

效。 

方法  将我科收治的肺癌患者随机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20 例。研究组放疗同时应用氨磷汀，

每次放疗前半小时予以氨磷汀 400mg 加入 0.9 %氯化钠注射液 50ml 静脉滴注 15 分钟；对照组单

纯放疗，不予以氨磷汀治疗。两组放疗方法基本相同。观察评估治疗期间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以

及放射性食管炎的级别，记录不良反应。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评估参考 KPS 体力状态评分标准；

放射性食管炎的分级采用放射治疗肿瘤协作组(RTOG)放射损伤分级标准：0 级为无症状；I 级为轻

度吞咽困难或吞咽疼痛，需用表面麻醉药、非麻醉药镇痛或进半流饮食；Ⅱ级为中度吞咽困难或吞

咽疼痛，需麻醉药镇痛或进流质饮食；Ⅲ级为重度吞咽困难或吞咽疼痛，伴脱水或体质量下降大于

15％ ，需鼻胃饲或静脉输液补充营养；1V 级为完全梗阻，溃疡、穿孔或瘘道形成。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的放射

性食管炎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氨磷汀可减轻肺癌患者放疗时的食道粘膜损伤，降低放射性食管炎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不影响临床疗效的前提下，保证放疗的顺利完成。 

 
 
PS-039 

中下段食管癌并上纵隔/锁骨上淋巴结转移调强放射治疗的 

可行性研究 

 
常浩 张琰君 周苏娜 邵秋菊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探讨中下段食管癌并上纵隔/锁骨上淋巴结转移行全纵隔调强放射治疗的安全性和可行性。 

方法  23 例食管癌患者纳入研究，男性 16 例，女性 7 例。年龄范围 44-79 岁，平均年龄

62.3±10.7 岁，中位年龄 60 岁。中下段食管癌患者均合并上纵隔和或锁骨上淋巴结转移，临床分

期 T3-4N1-2M0。固定野调强放射治疗采用上半段和下半段不同的设野策略，靶区的头侧以前斜野

为主，尾侧以后斜野为主，0°及 180°两野为共用野，而头侧前斜野（300°、330°、30°、60°）及

尾侧后斜野（220°、140°）在位于近气管分叉水平有 1.0cm 的交叉重叠。放疗设备为 Varian 

21EX，计划系统应用 Eclipse 11.0 设计计划。统计采用 SPSS18.0 进行。 

结果  23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治疗计划。GTV 靶区剂量 DT54.0-61.5Gy，平均 58.8±2.3Gy。双肺的

V20，V10，V5 分别为 17.8±4.4，39.8±6.7，58.4±10.1。Vs5（全肺体积减去 5Gy 肺受照射体

积）为 1424±462.4cc。1%体积脊髓受照剂量为 45.9±3.5Gy。心脏 V30，V45 均在可耐受范围。

随访 1-16 月，中位随访 7 月。 3 例患者出现≥2 级急性放射性肺炎的发生率为 13%，其中 1 例患者

于放射治疗结束 1 月内出血 4 级放射性肺炎，虽给予积极的处理但患者死亡。没有放射性脊髓损伤

及心脏损伤发生，未见Ⅲ度及以上血液学毒性发生。  

结论  对于中下段食管癌合并上纵隔和或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因靶区范围较大设野难度较

大，采用分段固定野调强放射治疗计划设计简单易行，可满足肺、心脏、脊髓等正常组织耐受剂

量。放射性肺炎的发生率处于可接受范围。对于靶区范围较大的中下段食管癌并上纵隔或锁骨上淋

巴结转移患者，该调强放射治疗方法安全性较好，值得进一步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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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40 

放化综合治疗食管癌模式中最佳放疗剂量（常规分割 50Gy vs. 

60Gy）的临床 III 期试验中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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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浙江省肿瘤医院 

2.江苏省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3.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4.福建省肿瘤医院 

5.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 

6.安徽省立医院 

7.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8.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9.浙江省衢州市人民医院 

10.浙江省嘉兴市第一人民医院 

11.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12.湖南省肿瘤医院 

13.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14.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15.四川省人民医院 

16.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7.江苏省涟水市人民医院 

18.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目的  确立同步放化疗治疗不可手术食管癌最佳的放疗剂量。 

方法  入组条件为病理证实为食管鳞癌、AJCC 02 版临床分期 IIA-IVA、不可切除或拒绝手术、

KPS≥70，18-70 岁。随机分为高剂量组（60Gy/30 次/6 周）和低剂量组（50Gy/25 次/5 周），3D-

CRT 或 IMRT，放疗同步多西紫杉醇联合顺铂每周化疗。放化疗结束 3-4 周后行巩固化疗 2 周期。

首要终点为局部/区域疾病无进展生存期（LRPFS）。次要终点包括疾病无进展生存期（PFS）、

总生存（OS）等。 

结果  2013 年 5 月至 2016 年 4 月，共随机化入组 205 例患者，完成全部治疗 161 例，巩固化疗中

24 例，14 例出组。完成资料登记的 181 例患者中，高剂量组 88 例，低剂量组 93 例。高、低剂量

组放疗剂量完成率分别为 90.5%、96.7%；完成全部 5 周同期化疗率为 69.1%（58/84）、71.1%

（64/90），完成 4 周同期化疗分别为 22.6%（19/84）、17.8%（16/90），完成 3 周及以下同期

化疗分别为 8.4%（7/84）、11.1%（10/90）（P=0.961）。巩固化疗完成 2 周期、1 周期及未行

巩固化疗的分别为：55.9%（42/75）、62.8%(54/86)；21.3%（16/75）、15.1%(13/86)；22.7%

（17/75）、22.1%(19/86)（P=0.630）。两组 CR，PR，NR 率分别为 24.3%（19/78）、21.3%

（19/89）,66.7%(52/78)、66.3%(59/89),11.5%(9/78)、10.1%（9/89）（P=0.911）。中位随访

8.4 个月，两组疾病进展率为 30.2%（13/43）、21.8%（12/55）（P=0.629），其中局部/区域复

发、远处转移分别为 16.3%（7/43）、12.7%（7/55）(P=0.812);14.0%(6/43)、9.1%（5/55）

（P=0.687）。共死亡 21 例患者，高、低剂量组分别 15 例、6 例。其中 3 例为治疗相关死亡（4

度骨髓抑制伴发肺部感染），16 例为肿瘤相关死亡（高剂量组 11 例，低剂量组 5 例），其他死亡

2 例。LRPFS，PFS 两组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50Gy 同步放化疗在 LRPFS，PFS，OS 及毒副反应均不劣于 60Gy，50Gy 可能是食管癌同

步放化疗合适的放疗剂量；病例积累和随访仍在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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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41 

CT 动态监测在食管癌放化疗疗效中的预测价值 

 
黄瑞虹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 515031 

 

目的  同步放化疗为非手术治疗的食管癌的标准治疗，胸部 CT 评价是国内常见的食管癌疗效评价

手段，CT 疗效评价标准目前尚无定论。本研究旨在利用食管癌放化疗过程中及治疗后多次胸部 CT

检查结果，动态观察 CT 测量食管肿瘤体积（GTVe）的消退情况及其在预测食管癌放化疗疗效中

的价值。 

材料和方法  本组病例来自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开展的Ⅱ期临床研究―同步推量加速

调强放疗联合化疗治疗食管鳞癌‖。在治疗前模拟 CT 图像上勾画 GTVe，在放疗 20 次、辅助化疗

结束及治疗后 3 个月的 CT 图像上，依据放疗前食管病变位置及相应解剖学标志，确定原食管病变

范围，勾画原病变所在食管，去除食管空腔，测量不同时间点 GTVe 及 GTVe 消退比例。采用双变

量相关分析、重复方差分析了解 GTVe 消退随时间的变化趋势，采用 Kaplan-Meier 法分析生存，

采用 Cox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2012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完成全部 87 例患者入组，中位随访时间 20 个月。全组患者的 1

年、2 年和 3 年生存率分别为 83%、68%和 59%，1 年、2 年和 3 年无局部区域复发率分别为

80%、72%和 72%。全组中共有 53 例患者接受全部 4 次模拟 CT 检查，双变量相关分析

Spearman 相关系数 r=0.551，p=0.000，提示 GTVe 在治疗开始至治疗结束后 3 月持续缩小。重

复资料方差分析提示 GTVe 在放疗前 4 周中变化最明显。单因素分析显示治疗前 GTVe、放疗 20

次 GTVe、辅助化疗结束后 GTVe、治疗后 3 个月 GTVe、均为总生存的预后因素，治疗前

GTVe、放疗 20 次 GTVe 是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的预后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治疗前 GTVe 及治

疗后 3 月 GTVe 消退比例是总生存的预后因素，以 1-3 年总生存为指标，相对治疗前 GTVe≤20cc

组，GTVe>20cc 组的死亡危险度增加 8 倍; 相对治疗后 3 月食管肿瘤体积消退比例≧39%组, 消退

比例<39%组的死亡危险度增加 5 倍。  

结论  食管肿瘤体积在治疗开始至治疗后 3 月持续消退。治疗前 GTVe 与治疗后 3 月 GTVe 消退比

例是总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食管 GTVe≦20cc 者、治疗后 3 月 GTVe 消退比例≥39%预后者较

好。 

 
 
PS-042 

老年食管鳞癌调强放化疗的毒副反应及康复对策 

 
陈俊强 林宇 张小清 李建成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观察老年食管癌调强放化疗患者的毒副反应，并探讨康复对策。 

方法 选取 2008 年 1 月～2014 年 5 月就诊我院 55 例老年食管鳞癌调强放化疗的初治患者，调强放

疗肿瘤靶区中位放疗总剂量 61.5Gy，紫杉醇联合铂类化疗方案，21 天为一个周期，中位化疗周期

数 2 个，分析毒副反应及康复对策。 

结果 全组患者的 3 年生存率为 47.6%。毒副反应主要表现为：⑴ 骨髓抑制Ⅰ/Ⅱ度 32 例

(58.2％），Ⅲ/Ⅳ度 14 例(25.1％）；⑵ 脱发Ⅰ/Ⅱ度 48 例（87.3%）；⑶ 乏力、肌肉或关节痛Ⅰ/

Ⅱ度 33 例（60.0%）；⑸ 胃肠道反应Ⅰ/Ⅱ度 17 例(30.9%)；⑹放射性食管炎和放射性气管炎Ⅰ/

Ⅱ度分别为 30 例(54.5%)和 12 例(21.8%)。通过对症处理及康复指导，患者均完成治疗。 

结论 老年食管癌调强放化疗患者的毒副反应主要表现为骨髓抑制、肌肉或关节痛以及胃肠道反

应，患者均能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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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43 

基于调强放化疗食管鳞癌的非手术分期临床研究 

 
陈俊强 苏婷凤 林宇 李建成 吴君心 陈传本 潘建基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对同一组调强放化疗食管癌病例采用不同分期标准进行验证比较，探讨更准确、更适用的非

手术治疗临床分期标准。方法 选取 242 例调强放化疗食管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用 2009 年中国分

期、第 6 版分期和建议分期进行预后判断比较。 

结果 全组患者的 3 年生存率为 47.4%，食管肿瘤体积和淋巴结转移最大径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

素。中国分期和第 6 版分期的 T3 和 T4 期生存曲线有交叉（P＞0.05），中国分期的 N1 和 N2 期

生存曲线有交叉（P＞0.05），建议分期采用食管肿瘤体积的 T 分期、淋巴结转移最大径的 N 分期

以及结合的临床分期，各期的生存曲线分离度较好（P＜0.05）。 

结论 采用食管肿瘤体积的 T 分期和淋巴结转移最大径的 N 分期结合进行调强放化疗食管鳞癌的非

手术临床分期，能够较好地预测患者预后，简便易行。  

 
 
PS-044 

III 期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辅助治疗的价值 

 
王玉祥 杨琼 邱嵘 李静 齐战 何明 乔学英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回顾性分析 III 期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辅助治疗的价值。 

方法 收集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 III 期者 395 例，其中 97 例单纯手术，212 例术后辅助化疗、86

例术后放疗。 

结果 至随访期结束，全组单独手术、术后辅助化疗和放疗者 5 年 OS 分别为 17.1%、29.2%和

36.4%（x2=14.997，p =0.000）；术后放疗和化疗均提高 OS（p<0.05），尤其男性、胸中上段

癌、术中重度粘连、中高分化鳞癌、IIIA 和 IIIB 者（p<0.05）；年龄≤60 岁、病变长度<6cm 和清

扫淋巴结<10 枚者，术后化疗也能提高 OS（p<0.05）。单独手术、术后化疗和放疗者 5 年 DFS

分别为 19%、28.8%和 36.4%（x2=8.909，p =0.012）；术后放疗能提高 DFS（p<0.05），尤其

男性、年龄≤60 岁、胸中上段癌、食管病变长度≥6cm、清扫淋巴结<10 枚、术中重度粘连、中高

分化鳞癌、IIIA 和 IIIB 者（p<0.05）；而术后化疗不提高 DFS（p>0.05）。 

结论 III 期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辅助放疗和化疗均能提高 OS，尤其对男性、胸中上段癌、术中重

度粘连、中高分化鳞癌、IIIA 和 IIIB 期者；术后放疗也能提高 DFS，而术后化疗不提高 DFS。 

 
 
PS-045 

III 期食管鳞癌根治术后的复发规律 

 
王玉祥 杨琼 何明 李静 乔学英 祝淑钗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观察 III 期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复发规律及对术后放疗靶区设计的指导意义。 

方法 收集 2008-2011 年行食管癌根治性 R0 切除且术后生存 3 月的 III 期胸段食管鳞癌 395 例，其

中男 302、女 93 例，中位年龄 60 岁（33-83）；胸上、中、下段为 33、273、89 例，病变中位长

度 6cm(range 1.5-16cm)；两野和三野手术分别为 275 和 20 例，清扫淋巴结中位数 10 枚(1-34)，

术中无粘连、轻度和重度粘连者为 78、137 和 180 例；术后病理：中高分化 318 例、低分化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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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IIIA、IIIB、IIIC 期为 244、105 和 45 例。97 例单纯手术、212 例术后化疗、86 术后放疗或放

化疗。 

结果 随访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总复发率为 75.7%(299/395)，其中局部区域复发 48.4%、远处转

移 16.2%、局部合并远处转移 4.3%。总局部区域复发率为 52.7%(208/395)，其中 92.8%为局部区

域淋巴结复发，吻合口复发率为 5.1% (20/395)。208 例复发者中颈部 26.9%(56/208，其中 51 位

于锁骨上)、纵隔 69.7% (145/208) 、上腹部 19.7% (41/208，其中 38 例位于腹膜后) ；纵隔复发

者 88.7%位于上纵隔。1、3、5 年累计复发率为 32.2%、55.1%和 60.1%。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均

显示，术后辅助放疗及临床分期是影响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放疗能降低术后复发率，尤

其对于胸中段癌、IIIA 和 IIIB、两野术后、清扫淋巴结少于 6 枚或术中重度粘连者(p<0.05)；而术

后化疗不能降低局部区域复发。 

结论 III 期胸段食管鳞癌两野术后复发率很高、且主要为局部区域淋巴结，术后放疗可降低总体复

发和局部区域复发，而术后化疗不能；纵隔复发最常见且主要在上纵隔、中下纵隔复发少见，其次

为锁骨上和腹主动脉旁，这可能是术后放疗的重点靶区。 

 
 
PS-046 

pT2 期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的复发模式 

 
王玉祥 高玉华 李静 邱嵘 乔学英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回顾性分析 pT2 期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的复发规律及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 2008～2011 年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 pT2N0-1M0 期者 222 例，其中男 142、女 80

例；中位年龄 60 岁（范围 39～79 岁）；胸上、中和下段癌分别为 23、159 和 40 例，食管肿瘤中

位长度 4cm（范围 1～10cm）；术中清扫淋巴结中位数为 9 枚（范围 1～33 枚）；术中无、轻度

和重度粘连者分别为 59、115 和 48 例。术后病理：肿瘤侵润至浅肌层者 97 例、深肌层者 125

例，pN0 和 pN1 者分别为 181 和 41 例；中高分化和低分化鳞癌分别为 189 和 33 例；单纯手术

142 例、术后化疗 80 例。术后复发诊断主要依据 CT 扫描。 

结果 随访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全组总复发率为 35.1%，其中局部区域复发（locoregional 

recurrence，LR）、远处转移（distant metastasis，DM）和 LR+DM 者分别为 25.7%、5.9%和

3.6%；复发者中 LR 占 83.3%，其中 87.7%有纵隔复发（上纵隔占 91.2%）。卡方检验及 Cox 多

因素回归分析，pN 分期为影响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pN 1 期总复发、LR 和 DM 发生风险分

别是 pN0 期的 7.1、6.5 和 3.1 倍，女性总复发风险仅为男性的 49%；而术后化疗与复发无关

（P>0.05）。 

结论 pT2N0-1M0 期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复发率较高，且主要为纵隔复发（尤其是上纵隔）；

pN1 期和男性复发风险高，而术后辅助化疗不降低复发风险。 

 
 
PS-047 

pT2 期胸段食管癌术后预后因素分析 

 
高玉华 王玉祥 李静 何明 齐战 邱嵘 乔学英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72750 

 

目的 回顾性分析 pT2 期胸段食管癌术后的疗效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 2008～2011 年胸段食管癌术后 pT2N0-1M0 期者 275 例，其中男 180、女 95 例；中位

年龄 61 岁（范围 39～79 岁）；术中清扫淋巴结中位数 9 枚（范围 1～33 枚）；术中无、轻度和

重度粘连者分别为 69、149 和 57 例；胸上、中和下段癌分别为 32、186 和 57 例；术后病理：肿

瘤侵润至浅肌层者 115 例、深肌层者 160 例，pN0 和 pN1 者分别为 205 和 70 例；中高分化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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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鳞癌、非鳞癌分别为 214 和 40、21 例；R0 和 R1 切除者 257 和 18 例。单纯手术 152 例、术

后辅助治疗 123 例。 

结果 随访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全组 3、5 年 OS 和 PFS 分别为 72%和 64%、68%和 54%。单

因素分析，肿瘤浸润深度、pN 分期、淋巴结转移数和病理类型与 OS 有关（P<0.05）；而年龄、

食管肿瘤位置、术中粘连程度、清扫淋巴结数和术后辅助治疗等均与 OS 无关（P>0.05）；性别、

肿瘤浸润深度、病理类型、pN 分期和淋巴结转移数与 PFS 有关（P<0.05）；而年龄、食管肿瘤位

置、术中清扫淋巴结数、R0/R1 切除和术后辅助治疗等与 PFS 无关（P>0.05）。多因素分析，食

管肿瘤位置和 pN 分期与 OS 有关，性别和 pN 分期与 PFS 有关（P<0.05）；胸上段癌和 pN1 期

者 OS 低，男性和 pN1 期者 PFS 低、胸上段癌 PFS 也有降低趋势。 

结论 pT2N0-1M0 期胸段食管癌术后，胸上段癌和 pN1 期预后差，建议术后辅助治疗。 

 
 
PS-048 

T3N0M0 期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复发或转移的挽救治疗 

 
王玉祥 王丽丽 李静 邱嵘 杨洁 乔学英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回顾性分析 T3N0M0 期胸段食管鳞癌术后复发后挽救治疗的疗效及影响因素。 

方法 T3N0M0 期胸段食管鳞癌术后复发者 108 例，其中局部区域复发 59 例、远处转移 26 例、局

部合并远处转移者 23 例；复发后支持治疗 53 例，挽救性放疗 32 例、化疗 9 例、放化疗 14 例。 

结果 随访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已死亡 87 例，带瘤生存 21 例。全组复发后 1、3、4 年生存率和

中位生存期分别为 29.9%、16.5%、14.4%和 6 个月。单因素分析，复发方式和挽救治疗与复发后

生存有关（p<0.05）；多因素分析，仅挽救治疗是影响复发后生存的唯一独立危险因素。与支持治

疗相比，复发后化疗、放疗和放化疗能使死亡风险分别下降约 76.7%、76.7%和 86.1%。 

结论 T3N0M0 期胸段食管鳞癌术后复发后疗效不佳，挽救治疗能明显改善复发后生存。 

 
 
PS-049 

切除肉眼可见病灶辅以术后全胸腔放疗治疗 4a 期胸腺肿瘤：一

项前瞻性研究的初步结果 

 
王常禄 高兰婷 吕长兴 方文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200030 

 

目的  4a 期胸腺肿瘤由于术后高复发率成为临床治疗上的难点，放疗在综合治疗中能起到何种作用

尚无共识，本研究旨在探讨切除可见病灶再加全胸腔放疗在此类患者中的安全性和近期疗效。 

材料与方法  所有入组的患者需满足如下条件： 1）影像学提示除了纵隔肿瘤外还伴有胸膜肿块或

结节；或影像学未提示，但术中发现胸膜微小播散结节；2）无远处器官（肺、骨、肝等）的转

移；3）心肺功能可耐受手术。手术方式为正中胸骨切开±侧后胸壁切口，手术目的为切除所有肉眼

可见病灶。放疗在术后 4-6 周开始，靶区覆盖整个患侧胸腔（从胸顶直至膈下胸膜返折处的下

缘），采用前后对穿适形照射的技术，1Gy／次，总量 13Gy。主要观察患者的不良反应，对治疗

的耐受性以及短期的肿瘤控制效果。 

结果  从 2014 年 11 月到 2016 年 3 月，共有 9 例患者入组了该研究。男女比例为 6:3，平均年龄

45 岁（29-70）。其中 6 例患者在术前经穿刺活检明确诊断，3 例经手术切除标本明确。病理类型

的分布为 B2 型 5 例，B3 型 2 例，鳞癌 2 例。有 4 例患者接受了术前诱导化疗，其中 1(25%)例显

示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 PR）,另外 3 例无变化。所有患者均通过手术完成了可见病灶切

除，其中 1 例患者在术后 2 周时出现脓胸，经持续引流及抗炎治疗后好转。放疗按计划时间实施，

除了 1 例 72 岁女性患者在放疗至 9Gy/9 次时出现肌无力恶化而终止放疗，其余 8 例患者均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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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Gy/13 次的照射。治疗过程中，有 3 例患者在治疗初期主诉恶心、乏力感（均在第 6-7 次后渐缓

解），未见其他严重不良反应事件。在 10 个月（4-20）的中位随访时间内，未发现 2 度以上的放

射性肺炎。除了 1 例鳞癌患者在第 12 个月时出现胸膜复发，其他患者均未出现复发或转移。 

结论  对于 4a 期的胸腺肿瘤，切除肉眼可见病灶并辅以全胸腔的低剂量照射是安全可行的。当然，

对于疾病的远期控制效果还需要更长的随访时间来证实。 

 
 
PS-050 

采用同步推量调强放疗技术联合铂类为基础化疗治疗食管癌的可

行性研究 

 
尤静 于会明 余荣 宋马小薇 武亚娟 朱广迎 石安辉 

北京肿瘤医院 100036 

 

目的  研究同步推量调强放疗技术联合铂类为基础化疗治疗食管癌的可行性。 

方法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共纳入 37 例经病理明确的食管癌患者，应用同步推量调强放

疗技术联合铂类为基础的两药方案进行放化疗。放疗方案为：肿瘤大体靶体积（GTV）剂量为

60Gy/28f（单次剂量 2.14Gy/f），临床靶体积（CTV）剂量为 50.4Gy/28f（单次剂量 1.8Gy/f）。

最常用的化疗方案为紫杉醇联合铂类或多西他赛联合铂类。应用 CTCAE 4.0 评估放化疗疗相关不

良反应。应用 Kaplan-Meier 分析方法计算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 

结果  所有患者中位年龄为 60 岁（47-78 岁）。97.3%的患者为食管鳞癌。根据 AJCC 第 6 版分

期，所有患者，73%为 II-III 期，8.1%为 IVA 期，18.1%为 IVB 期。28 例患者（75.68%）采用静

态调强放疗技术（IMRT），9 例患者（24.32%）采用弧形调强放疗技术（VMAT）。中位随访

8.03 个月，中位 OS 和 PFS 分别为 15.97 个月和 14.03 个月。2 年生存率、无进展生存率和局部

区域无失败生存率分别为 49.0%，22.5%和 56.5%。最常见的放疗相关毒性为放射性食管炎（2 级

+3 级为 73.0%）。2 级+3 级放射性肺炎发生率为 8.1%。无 3 级以上的放射性肺毒性。放疗相关毒

性可耐受。 

结论  采用同步推量调强放疗技术联合铂类为基础的化疗治疗食管癌是安全有效的。目前需要更多

的临床数据和随机研究来评估食管癌同步推量调强放疗技术的有效性和毒性。 

 
 
PS-051 

II/III 期食管鳞癌放疗联合口服替吉奥治疗的疗效观察 

 
周苏娜 张琰君 何东杰 常浩 邵秋菊 梁军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评估口服替吉奥联合三维适形/调强放疗治疗 II/III 期食管鳞癌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根据入组标准筛选 48 例中晚期食管鳞癌患者进入研究，随机分为单纯放疗组( 24 例) 和放疗

联合口服替吉奥化疗组( 24 例) 。比较分析两组患者的疗效、生存时间和不良反应。 

结果   近期疗效比较显示单纯放疗组客观缓解率为 62.50%（15/24），放化疗联合组客观缓解率为

91.67%（22/24），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P <0.05) 。两组不良反应（包括骨髓抑制、呕吐、放射性

食管炎）发生、生活质量（KPS 评分）改变无显著差异。生存分析显示单纯放疗组 3 年生存率为

32.33%，放化疗联合组 3 年生存率为 61.34%，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P<0.05) 。 

结论  三维适形/调强放疗同步口服替吉奥化疗治疗 II/III 期食管鳞癌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

改善预后，且不良反应可以耐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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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52 

不同同步放化疗方案对局部晚期食管癌临床疗效的影响 

 
党军 刘婷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比较不同同步放化疗方案对局部晚期食管癌生存的影响，探索适合国人的最佳同步化疗方

案；探讨进行同步放化疗的局部晚期食管癌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分析 2011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 194 例进行根治性同步放化疗的局部晚期食管癌患者，

采用的同步化疗方案包括：91 例 FP（替加氟+顺铂），52 例 DP（多西他赛+顺铂），51 例 S-1

（替吉奥或替吉奥+顺铂）。同时比较三种化疗方案的近期疗效、生存情况以及毒副反应发生情

况。 

结果  同步 FP、DP、S-1 三种方案的近期疗效分别为 76.9%、75%、82.4%（P=0. 641）。三组

（FP/DP/S-1）的 3 年 OS 率分别为 30.6%、29.8%、40.4%，中位总生存时间分别为 24、21、30

个月。S-1 组的 3 年 0S 明显高于 DP 组（P=0.039）。S-1 组 Grade3-4 级食管炎和白细胞减少发

生率（7.8%和 7.8%）明显低于 FP 组（24.2%和 29%）和 DP 组（15.4%和 21.2%）（P=0.044

和 P=0.01）。年龄≥70 组的 3 年 OS 明显高于年龄＜70 组（45.8% vs. 29%，P=0.022），年龄

≥70 组中 88.4%（38/43）病人采用的是同步 S-1 方案。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GTV 体积和近期疗效

是 OS 的独立影响因素（HR=1.804，P=0.003 和 HR=4.309，P<0.001）。 

结论  对于局部晚期食管癌，同步 S-1 组的 OS 明显优于同步 DP 组，而 3-4 级毒副反应明显低于

FP 和 DP 组。老年患者应用同步 S-1 方案可获得较好的临床疗效，而且安全性高。GTV 体积和近

期疗效是局部晚期食管癌的独立预后因素。 

 
 
PS-053 

pT2-3N0M0 的 II 期食管鳞癌患者根治术后辅助放疗的价值 

 
李曾艳 王海峰 伊斯刊达尔·阿布力米提 阿力木江·赛提瓦尔地 陆艳荣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830011 

 

目的 探讨 pT2-3N0M0 食管鳞癌患者行术后辅助放疗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5 年 8 月期间收治的 359 例根治术

后病理证实为 pT2-3N0M0 的 II 期食管鳞癌患者临床病理资料，以术后是否行辅助放疗将患者分为

两组，单纯手术患者 249 例（69.4%），术后辅助放疗患者 110 例（30.6%）。通过 SPSS 17.0

软件分析术后辅助放疗对患者生存的影响。 

结果 c2 检验示术后辅助放疗组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发生率明显低于单纯手术组，P=0.009；通过

Kaplan-Meier 比较两组生存曲线，可见术后辅助放疗组患者无病生存时间（disease-free 

survival，DFS）、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OS）均长于单纯手术组，两组 P＜0.05。 

结论 对于术后证实为 pT2-3N0M0 的 II 期食管鳞癌患者根治术后行辅助放疗可以使患者生存获益，

且安全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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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54 

现代技术条件下颈段食管癌根治性放疗的预后分析和最佳放疗模

式探讨 

 
赵丽娜 周咏春 穆允凤 柴广金 肖锋 石梅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尽管根治性放疗是颈段食管癌推荐的局部治疗方式，但关于现代放疗技术下治疗效果的报道

有限。本文拟通过分析单中心颈段食管癌根治性放疗的疗效、预后因素和失败模式，评价现代放疗

技术的作用。 

材料和方法  本中心随访了 2007 年 11 月至 2015 年 5 月接受根治性放疗的 86 例颈段食管癌患者。

其中 60 例患者接受了同期化疗，26 例患者仅接受了单纯放疗。所有患者中，4 和 82 人分别接受

了三维适形放疗（3D-CRT）和调强放疗（IMRT）。通过 Kaplan-Meier 及 COX 回归分析生存率

OS、无局部区域失败生存率 LRFFS、无远转生存率 DMFS 和无进展生存率 PFS。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 19.4 月，3 年 OS、LRFFS、DMFS 和 PFS 分别为 53.6%、57.9%、81.5% 

和 41.5%。多因素分析提示，N 分期是影响 OS (P=0.001)、LRFFS (P=0.001)和 PFS (P＜0.001) 

的独立预后因素，肿瘤放疗剂量（截点值：66Gy）是影响 LRFFS (P=0.009)和 PFS (P=0.031) 的

独立预后因素，声嘶和影像学喉返神经淋巴结状态是分别影响 OS(P=0.037)和 DMFS (P=0.048)的

独立预后因素。单因素分析提示，与现代放疗技术相关的同期增量技术、单次剂量增加则具有改善

LRFFS (P=0.001 和 0.002)的趋势。31 例（36%）治疗失败的患者中，分别有 15（17.4%）、8

（9.3%）和 14（16.2%）人发生了食管局部失败、区域淋巴结转移和远处转移。食管局部失败多

为原位复发/残留（86.7%, 13/15），区域失败则以锁骨上区淋巴结转移为主（62.5%，5/8）。本

组患者无严重毒副反应发生。 

结论  现代技术下的食管癌根治性放疗效果确切，局部区域失败仍是治疗失败的主要模式； N 分

期、肿瘤放疗剂量、声嘶和喉返神经淋巴结状态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现代放疗技术具有改善患

者预后的趋势；建议肿瘤的根治性放疗剂量 66Gy，并行双侧锁骨上、上纵隔喉返神经淋巴结链预

防照射。 

 
 
PS-055 

现代技术条件下老年食管癌根治性放疗预后和失败模式分析 

 
赵丽娜 周咏春 穆允凤 柴广金 肖锋 石梅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根治性放疗是老年食管癌局部治疗的主要方式，但关于调强放疗效果的报道有限。本文拟回

顾性分析现代调强技术下老年食管癌根治性放疗的疗效、预后因素和失败模式。 

材料和方法  本中心随访了 2010 年 0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接受根治性放疗的 184 例、≥70 岁老年食

管癌患者。其中 86 例患者接受了同期化疗，98 例患者仅接受了单纯放疗。所有患者中，分别有

111 人和 73 人接受固定野调强放疗（IMRT）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通过 Kaplan-Meier

及 COX 回归分析生存率 OS、无局部区域失败生存率 LRFFS、无远转生存率 DMFS 和无进展生存

率 PFS。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 15.5 月，3 年 OS、LRFFS、DMFS 和 PFS 分别为 35.3%、58.5%、77.8% 

和 29.4%。多因素分析提示，T 分期、N 分期、同期化疗、肿瘤放疗剂量（截点值：56Gy）、放

疗剂量的给予方式（是否同期加量）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P＜0.05）。单因素分析提示，高龄

患者（≥70 岁）具有较差的 OS 和 PFS（P＜0.05），疗中体重下降明显者（≥5%）OS 降低明显

（P＜0.05），而与现代放疗技术相关的同期增量技术、单次剂量增加则具有改善 OS 的趋势（P

＜0.05）。此外，累及野照射与选择性淋巴引流区照射相比、5-氟尿嘧啶类药物单药与双药同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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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相比，疗效均无明显差异（P＞0.05），而且单药同期化疗 2 级以上骨髓抑制、放射性食管炎和

上消化道反应发生率明显降低（P＜0.05）。81 例治疗失败患者中，分别有 53（65.4%）、17

（21.0%）和 30（37.0%）人发生了食管局部失败、区域淋巴结转移和远处转移。食管局部失败多

为原位复发/残留（81.3%，43/53），区域失败则以照射野外淋巴结转移为主（70.6%，12/17）。 

结论  现代调强技术条件下老年食管癌根治性放疗效果确切，局部区域失败是主要的失败模式；T

分期、N 分期、同期化疗、肿瘤放疗剂量和放疗剂量的给予方式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较好的营

养状态、现代调强技术具有改善患者预后的趋势；老年患者可酌情减少预防照射范围、降低同期化

疗的力度。 

 
 
PS-056 

食管癌术后同步放化疗（CCRT）的价值：包含 1445 例病人的

Meta 分析 

 
康静静 孙鑫 门玉 惠周光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 100021 

 

目的  食管癌术后 CCRT 的作用仍存在争议。本项 Meta 分析旨在评估术后 CCRT 对食管癌患者总

生存（OS）和复发的影响。 

方法  对 Pubmed、EMBASE、CNKI 和万方数据库进行系统计算机检索及手工检索。2015 年 12

月以前发表的对比食管癌术后 CCRT 和非 CCRT 治疗的随机（RCT）及非随机对照研究

（NRCT）均被纳入分析。应用基于 3 项评价指标的 Jadad 评分量表（最高 3 分）对 RCT 行文献

质量评价；基于 12 项评价指标的 MINORS 评价体系（最高 24 分）对 NRCT 行质量评价。主要研

究终点是 OS 的比值比（OR）。应用 RevMan 5.3 行统计分析；STATA 12.0 进行 Begg 和 Egger

检验评估发表偏倚。 

结果  共 11 项研究纳入本 Meta 分析，含 3 项 RCT 和 8 项 NRCT。共纳入患者 1445 例。纳入研究

的整体方法学质量较高，RCT 平均 Jadad 评分 2.3 分，NRCT 平均 MINORS 评分 18.3 分。术后

CCRT 与非 CCRT 相比的 1、3、5 年 OS 的 OR 值分别为 1.49(95%CI=1.05-2.13, p=0.03)、

1.54(95%CI=1.23-1.94,p=0.0002)和 1.60(95%CI=1.24-2.05,p=0.0003)。1 年和 3 年 OS 的合并分

析中未发现发表偏倚；虽然 5 年 OS 的分析中发现发表偏倚(Begg 检验,P=0.032;Egger 检

验,P=0.022)，但进一步剪补法分析结果表明该发表偏倚对合并结果影响甚微(估算

OR=1.327,95%CI=1.093-1.696,P=0.024)。术后 CCRT 与单纯手术和术后单纯放疗相比均有生存

获益，5 年 OS 的 OR 值分别为 1.87 (95%CI=1.28-2.75,P=0.001) 和 1.67(95%CI=1.10-

2.53,P=0.02)。对仅纳入鳞癌的研究所行亚组分析结果同样显示术后 CCRT 组生存获益显著。术后

CCRT 组局部区域复发率较非 CCRT 组显著降低(OR=0.59,95%CI=0.46-0.75,p<0.0001;Begg 检

验,P=0.573;Egger 检验,P=0.898)，但远转率降低不显著(OR=0.92,95%CI=0.75-1.13,p=0.42;Begg

检验,P=0.127;Egger 检验,P=0.698)。 

结论  术后 CCRT 可显著改善食管癌患者 OS 及局部区域控制，但对远地转移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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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57 

Chemoradiotherapy for Synchronous Multiple Primary 

Cancers with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Li Qiwen,Zhu Yujia,Zhang Wenwen,Yang Han,Liang Yao,Hu Yonghong,Qiu Bo,Liu Mengzhong,Liu Hui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ncology in South China，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510060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toxicity of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RT) in 
multiple primary cancer (MPC) of the upper digestive tract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Methods  In a screening of 1193 consecutive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ESCC and received 
radiotherapy, 53 patients presenting synchronous MPC in the upper digestive tract were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d. 53 consecutive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non-multiple primary 
cancer (NPC), matched by stage, age and sex were adopted as control. All of the patients 
received concurrent CRT. The median radiation dose was 60 Gy. Chemotherapy regimens were 
based on platinum and/or 5-fluorouracil. Clinical outcomes and treatment toxicitie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linic-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were well balanced between groups. MPCs mostly 
located in esophagus (43, 81.8%), then in hypopharynx (8, 15.1%) and stomach (2, 3.8%). In 
MPC and NPC patients, 94.3% and 96.2% completed the intended treatment. The 
immediate response rate was 73.6% vs 75.5%, with complete response rate of 11.3% vs 24.5% 
and partial response rate of 62.3% vs 51.0%. Two-year overall survival (OS),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locoregional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LRPFS) and distant 
metastasis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DPFS) were 52.2% vs 68.9% (p=0.026), 32.9% vs 54.0% 
(p=0.032), 60.8% vs 87.8% (p=0.002) and 64.0% vs 70.8% (p=0.22), respectively. Acute grade 3-
4 toxicities were observed in 64.2% vs 54.7%, predominately due to radiation esophagitis 
(49.1% vs 28.3%, p<0.001).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matched NPC, ESCC accompanied with synchronous MPC was 
related to significantly impaired survival, elevated risk of locoregional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higher incidence of severe esophagitis following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The reasons for 
unsatisfactory efficacy of chemoradiotherapy need to be studied to optimize treatment. Advanced 
radiation techniques may play a role in protecting normal tissues and reduce acute toxicities. 
 
 
PS-058 

Precise delineation of supraclavicular nodal clinical 

target volume for thoracic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Luo Yijun
1,2

,Li Minghuan
1
,Yu Jinming

1
,Wang Xiaoli

1,2
 

1.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2.School of Medical and Life Sciences， Shan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Jinan 

 

Purpose  In thoracic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 great number of data suggested 
that IFRT is feasible in EC patients. However, Based on our observation, there has recent reports 
suggesting higher than expected nodal recurrence in the supraclavicular region after IFRT. Thus, 
for patients with high risk of lower cervical lymph nodes failure, prophylactic irradiation of 
supraclavicular areas may be necessary. To map detail distribution of metastatic supraclavicular 
(SCV) lymph nodes in esophageal cancer (EC) patients and determine the precise radiation 
therapy clinical target volume (CTV). 
Methods and materials  We analyses the risk factors and anatomical distribution of lymph node 
metastases in the supraclavicular area of ESCC patients. The SCV LNM patterrn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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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d based on the CT scans. The SCV regional lymph node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four 
subgroups. The locations of the involved supraclavicular nodes for all patients were then 
transferred onto a template CT image to provide a visual impression of nodal frequencies 
and anatomic distribution. 
Results A total of 239 patients with ESCC were includ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The SCV 
LNM incidence was 37.2 % (83 of 239).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eeper tumor invasion, the mediastinal level 1-2, 4 station LNM and the number of LNM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CV lymph node metastases. Furthermore, We identified 151 
positive nodes in the supraclavicular region of those patients, and 3.3% positive lymph nodes 

were located in group I, 48% in groupⅡ, 51% in group III, and 0.7% in group IV,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On the basis of our study, for EC patients with high risk factors of supraclavicular 

lymph nodes metastases, the supraclavicular group Ⅱ and III lymph nodes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high risk regions of EC lymph node metastasis, which were defined as elective nodal 
irradiation areas. 
 
 
PS-059 

食管癌弧形放射治疗中手臂对剂量的影响研究 

 
白雪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研究目的  在食管癌全弧弧形放射治疗中，相比于手臂抱头的体位，患者采取手臂置于体侧的体位

重复性更好。但在手臂放下的体位中，全弧照射剂量重复性会受到手臂位置的影响。本文研究手臂

位置造成的剂量学差异，为临床误差评估提供依据。 

方法  选取一例食管中上段癌患者，制定容积旋转调强(VMAT)计划并计算剂量分布(plan A)。勾画

手臂部分，将其密度设置为空气密度，以同样的照射野重新计算剂量分布(plan B)。比较两个计划

的靶区及危及器官受量。 

结果  相比 plan A，在 plan B 中，心脏平均受量提高 5cGy，肺 V5、V20、V30 分别提高 2.1%、

0.5%、0.4%，脊髓最高剂量没有变化。GTV 和 PTV 的 D95 分别提高 10cGy 和 17cGy。 

结论  在食管癌全弧容积旋转调强放疗中，手臂对剂量分布的影响在低量区较明显，在高量区不明

显。在放疗过程中手臂的移动将会对肺的 V5 指标造成一定的误差。 

 
 
PS-060 

胸部磁共振 T2 加权及弥散加权成像对食管癌分期的价值 

 
张琰君 周苏娜 何东杰 常浩 周洁晶 邵秋菊 梁军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比较 CT 与胸部磁共振 T2 加权及弥散加权成像（DWI）对食管癌病灶长度、深度（T）及肿

大淋巴结（N）的分期价值。 

方法  选择 24 例胃镜确诊为食管癌的患者采集 3.0T 胸部磁共振 T2WI 轴位、矢状位及冠状位（抑

脂序列）图像及轴位弥散加权成像（DWI），以胃镜为基准比较与 CT 对食管癌肿瘤长度、浸润深

度的敏感度和特异度，以 PET/CT 为基准评价 CT 和 DWI 判断肿大淋巴结是否转移的价值。 

结果  CT 显示的肿瘤长度与胃镜的差异为 3cm-6cm，符合率 40%；磁共振 T2WI 抑脂序列及 DWI

成像显示的肿瘤长度与胃镜的差异为 0-1cm，符合率 96%。CT 显示肿瘤累及外膜及气管和大血管

的有 20.8%（5/24），即 T3-4；磁共振 T2WI 抑脂序列及 DWI 成像显示的肿瘤累及外膜及气管和

大血管的有 62.5%（15/24），即 T3-4。CT 提示纵隔淋巴结增大有 87.5%（21/24），与 PET/CT

的符合率为 58%；磁共振 T2WI 抑脂序列及 DWI 成像显示淋巴结增大及信号异常的有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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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与 PET/CT 的符合率为 92%。按 CT 分期标准早期占 62.5%（15/24），中晚期 37.5

占%（9/24）；按磁共振分期标准早期 21 占%（5/24），中晚期占 79.2%（19/24）。 

结论  胸部磁共振 T2WI 抑脂序列及 DWI 成像可准确显示食管病变的长度，与胃镜的符合度远远高

于 CT，而且 MRI 可进一步显示肿瘤对食管外膜及周围器官的侵犯深度和范围，此外 DWI 对淋巴

结转移提供更具临床预后价值的信息。 

 
 
PS-061 

Hsa-miR-10a-5p 抑制食管鳞状细胞癌的迁移及侵袭能力 

 
刘文稚

1,2,3
 李孟考

1
 陈祥明

1
 朱杉

2,3
 李宝生

2,3
 

1.泰安市中心医院 

2.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 

3.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研究目的  分析 miR-10a-5p 在 ESCC 组织及术前血清中的异常表达与 ESCC 的分化程度、T 分

期、淋巴结转移及 TNM 分期等临床特征的关系，探讨 miR-10a-5p 表达水平的变化对 ESCC 细胞

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等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方法 从 2014 年 5 月到 2015 年 10 月在山东省肿瘤医院及泰安市中心医院首次诊断为 ESCC 患者

中选取 48 名，收集肿瘤组织、瘤旁正常组织及术前外周血，另取 25 例健康志愿者的外周血作为阴

性对照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测定 miR-10a-5p 在 ESCC 肿瘤组织及瘤旁正常组织中的

表达水平，同时检测 miR-10a-5p 在术前 ESCC 患者及健康志愿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将 miR-

10a-5p mimics 转染到 ECA109 及 KYSE410 细胞中来提高 miR-10a-5p 的表达水平，通过 CCK-8

实验来评估 ESCC 细胞的增殖能力，应用未覆盖及覆盖 Matrigel 胶的 Transwell 小室分别来进行细

胞迁移及侵袭实验。 

结果  miR-10a-5p 在 48 例 ESCC 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水平要显著低于瘤旁正常组织（P<0.01），

miR-10a-5p 在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与淋巴结转移、TNM 分期密切相关（P<0.05）。miR-10a-5p 在

48 例 ESCC 术前血清中的表达水平要显著高于 25 例健康志愿者（P<0.01），miR-10a-5p 在血清

中的表达水平与淋巴结转移、TNM 分期、肿瘤分化程度密切相关（P<0.05）。Spearman 相关性

检验分析得知，miR-10a 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水平与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呈正相关。经过 miR-10a-

5p mimics 处理的 ECA109 及 KYSE410 的细胞增殖能力在第 2 天、第 3 天、第 4 天均低于阴性对

照组(P <0.05)，表明 miR-10a-5p 可以降低 ESCC 细胞的增殖能力。转染 miR-10a-5p mimics 后

ECA109 及 KYSE410 的迁移及侵袭能力较前显著减弱((P<0.01)，说明 miR-10a-5p 可以抑制

ESCC 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  

结论 miR-10a-5p 在 ESCC 组织及外周血清中的表达均显著降低， miR-10a-5p 在 ESCC 的迁移及

侵袭过程中发挥了抑癌基因的作用。  

 
  
PS-062 

EGFR, COX-2 与食管鳞状细胞癌放射治疗的预后的相关性 

 
王俊超 李涛 吕家华 李厨荣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81 

 

目的  观察食管鳞状细胞癌组织中环氧合酶-2 (C0X-2)、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治疗前的表达,

探讨 C0X-2、 EGFR 表达程度和放疗疗效的相关性。 

方法  前瞻性分析我院 106 例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肿瘤组织标本的

C0X-2、 EGFR 蛋白表达水平。单因素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及 Log-rank 时序分析；多因素分

析采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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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C0X-2、 EGFR 蛋白在食管鳞癌组织中的表达的阳性率分别为 64. 2%和 72.6%，多因素分析

显示淋巴结转移、病灶长度、放射治疗总疗程、EGFR 阳性表达和 C0X-2 与 EGFR 同时过表达是

独立的预后因素。 

结论  COX-2 是食管鳞癌治疗反应的预测因子其中之一， EGFR 阳性表达、C0X-2 与 EGFR 同时

过表达是食管鳞癌单纯放疗的独立预后因素。 

 
 
PS-063 

首程治疗后食管癌锁上淋巴结转移放疗的 预后分析研究 

 
周志国

1,2
 甄婵军

1
 张萍

1
 梁军利

1
 宋玉芝

1
 白文文

1
 乔学英

1
 高献书

2
 

1.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首程根治性治疗后食管癌锁上淋巴结转移后行放射治疗的意义。 

方法  收集 2006 年至 2012 年符合入组条件的食管癌患者 117 例，应用三维适形放疗或调强放疗方

式，1.8-2.0Gy/次，5 次/周。入组条件为：病理证实且临床资料完整的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首次

治疗（首治）无锁上淋巴结转移及内脏转移（非 IV 期）；首次治疗完成根治性治疗（放疗/放化

疗、手术）；首次治疗后出现锁上淋巴结复发并经细胞学或组织学病理证实；锁上淋巴结复发后治

疗为非手术方式的治疗措施；再次治疗时患者卡式评分大于 70 分，未合并严重的内科疾病；无其

他肿瘤病史。其中首次治疗为手术的患者（手术组）77 例，首次治疗为放疗/放化疗的患者（放疗

组）40 例。锁上放疗患者（锁上放疗组）100 例，未行锁上放疗患者（未放疗组）17 例，锁上组

中根据是否联合化疗分组为放疗联合化疗组和单纯放疗组，根据锁上转移确诊时是否合并内脏转移

和纵膈内复发分别分为未合并内脏转移组、合并内脏转移组和纵膈内非失败组、纵膈内失败组。 

结果  全组患者 1、3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80.3%、27.2%。1、3 年锁上转移后生存率为 38.5%、

14.1%。锁上放疗组与未放疗组 1、3 年转移后生存率分别为 42.0%、16.9%和 17.6%、0%

（p=0.008）。 放疗联合化疗组 1、3 年锁上转移后生存率为 59.4%、35.6%，高于单纯放疗组和

未放疗组患者（p=0.002）；未合并内脏转移和合并内脏转移的患者锁上转移后 1、3 年生存率分

别为 43.8%、21.7%和 27.0%、0%（p=0.002）；锁上放疗剂量<60Gy 组和≥60Gy 组 3 年转移后

生存率分别为 7.9%和 24.1%（p<0.001）。 

Cox 模型多因素生存分析显示锁上放疗剂量≥60Gy、合并纵膈失败、合并内脏转移、治疗方式为锁

上转移后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食管癌锁上淋巴结复发放疗可使患者生存获益，单纯锁上转移的患者建议积极行放疗或放化

疗，锁上淋巴结放疗剂量不低于 60Gy 患者可延长患者生存。局部复发和远地转移仍然是死亡的主

要原因。详细的研究需要前瞻性随机临床对照研究进行验证。 

 
 
PS-064 

挽救性放疗对食管癌根治性放疗后局部复发 的临床研究 

 
周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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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目的  探讨食管鳞状细胞癌根治性放疗后局部复发的挽救性放疗的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3 年 12 月至 2012 年 1 月的经根治性放疗/放化疗的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 114

例，入组条件为：1、首程治疗为根治性放疗/放化疗的非手术治疗患者；2、病理为食管鳞状细胞

癌患者；3、经组织学证实局部原瘤床复发；4、复发后患者未采用挽救性手术治疗方式；5、证实

复发时无区域淋巴结转移；6、无合并第二原发癌；7、初治时无严重内科疾病。所有患者再放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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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 组）55 例患者，进行了食管复发病灶的挽救性放疗，应用三维适形放疗模式或调强放疗方式

进行治疗。对照组（NSR 组）59 例患者接受了例如化疗、食管支架植入术、胃肠造瘘术以及支持

治疗方式。 

结果  全组患者截止至随访日全部死亡，全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 17 个月（7-65 个月）。1、2、3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70.2%, 28.9%和 14.9%。再放疗组患者 1、2、 3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83.6%,41.8%和 21.8%, 而对照组患者 1、2、3 年总生存率分别 57.6%,16.9%和 8.5%。全组患者

复发后中位生存时间为 12 个月（6-56 个月）。再放疗组患者 6 月和 12 月复发后生存率分别为

41.8% 和 16.4%，对照组患者 6 月和 12 月复发后生存率分别为 11.9%和 3.4%。分层分析中，晚

复发（复发时间>12 个月）患者中位总生存期为 26 个月，长于早复发组（复发时间<=12 个月）的

12 个月（p<0.001）。晚复发患者的复发后中位生存时间为 5 个月，早复发患者为 3 个月，但两组

间未见统计学差异。亚组分析中，再放疗组中，挽救放疗剂量大于 50Gy 的患者中位生存期为 7 个

月，明显长于挽救放疗剂量小于等于 50Gy 的患者（中位生存期 4 个月），两个剂量组间存在统计

学差异。再放疗组中 3 例患者(5.45%)观察到了 3 级以上的放射性肺炎，其中 2 例死于严重肺感

染。对照组未观察到 3 级以上放射性肺炎的患者。再放疗组观察到 11 例（20%）发生食管穿孔或

食管瘘的患者，对照组中观察到食管穿孔或食管瘘的患者 8 例（13.6%）。 

结论  食管癌根治性放疗/放化疗后患者局部复发预后不佳，挽救性放疗可能是有效的及有前景的治

疗方式，本研究显示挽救性放疗可以改善患者的总生存及复发后生存，晚复发和挽救性放疗剂量大

于 50Gy 可能为这部分患者带来更好的预后。但应该注意食管穿孔/瘘的发生。 

 
 
PS-065 

食管癌分子分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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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应用组织芯片技术筛选食管临床细胞癌分子标记，与生存结合分析，探寻食管癌分子分期。 

方法 收集 1996-2001 年具有完整临床资料及病理资料的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 659 例，应用组织芯

片方法分析 25 个基因表达水平变化，随访观察患者生存情况，两者结合筛选与生存相关的基因和

相关基因型。并应用 Nomogram 模型预测患者基因相关的预后。 

结果  共筛选检测 25 个基因蛋白，其中抑癌基因表达蛋白为 P16、P53、Rb、P63、P27，癌基因

表达蛋白 Her2、Bcl2、Cmyc、Cmet，凋亡相关蛋白 Bax、Dff45、Bag1、Bclx，细胞周期相关蛋

白 Ki67、Cyclind、P21、Telomeras、Tgfb，转移相关蛋白 Nm23、Cd44v6、Egfr、Vegf、

Ecadherin，代谢相关蛋白 Cox2，免疫调节相关蛋白 Muc1。全部 25 个基因中 5 个基因蛋白为高

表达（Bax, P63, P21, Cd44v6, Ki67），20 个基因为低表达（Rb, Bcl2, P53，Cyclind, Cox2, 

Cmyc, Cmet,Muc1, Dff45, P16, Tgfb, Her2, Nm23, Bag1, Egfr, Vegf, Bclx, Telomeras, 

P27,Ecadherin）。患者总生存率 1、3、5 年生存率为 91.2%、60.2%、37.0%，中位生存期为 42

月（1-69 月）。根据表达情况，发现 p16 的表达影响食管癌患者的长期生存，表达与生存成正比

关系，且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2）。多因素分析显示：bax 和 p16 基因为生存的独立预测因

素。根据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将 bax 和 p16 进行基因组合，共形成四个基因型 bax+/p16+

（双阳）、bax-/p16+、bax+/p16-、 bax-/p16-（双阴），进行验证分析显示，双阳型患者的生存

优于中间型（bax-/p16+、bax+/p16-）和双阴型。基于基因的 Nomogram 模型可以预测食管癌的

预后。 

结论 食管癌的基因表达变化复杂，蛋白表达差异性大。单因素分析 p16 表达与食管癌预后相关，

多因素分析 p16、bax 为影响预后的独立的分子因素，bax/p16 双阳型患者的生存优于双阴型和中

间型患者。bax/p16 基因型可作为食管癌分子分期的参考。Nomogram 模型可以预测食管癌患者的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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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66 

MicroRNA-125a-5p 通过抑制 IGSF3 的表达促进人食管鳞癌细胞

的迁移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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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济南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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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泰安市中心医院 

 

目的 本研究探讨 miRNA-125a-5p 在组织、血清中的表达水平与食管鳞癌迁移、侵袭的相关性，并

寻找相关的作用靶点，为发现敏感、特异的分子标志物，指导个体化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入组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6 月，在山东省肿瘤医院确诊为食管鳞癌的 62 名患者，收集其

肿瘤组织、癌旁正常组织及治疗前外周血清，另取 62 名健康志愿者的外周血作为阴性对照。首选

应用 micrRNA（miRNA）芯片技术，筛选在食管鳞癌组织与癌旁正常组织的配对石蜡切片中表达

水平具有明显差异的 miRNA（p＜0.05），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在血清中进行验证。通过细

胞转染技术使相应 miRNA 表达上调或下调，观察食管鳞癌细胞增殖、凋亡、周期及迁移侵袭能力

的改变。构建裸鼠成瘤模型，进行体内验证实验。最后，通过生物信息软件预测相应 miRNA 的靶

基因，应用荧光素酶实验验证其是否为相应 miRNA 的直接靶基因，借以影响食管鳞癌细胞的生物

学行为。 

结果 miR-125a-5p 在食管鳞癌组织及外周血中的表达均显著低于正常组（P＜0.01；P＜0.05）。

稳定高表达 miR-125a-5p 的食管鳞癌细胞系 TE-1，在 48h 可显著抑制细胞增殖（P＜0.01）；在

24h、72h 可增加细胞凋亡率； 并且细胞周期阻滞于 G1 期；转染后其迁移及侵袭能力较对照组显

著下降 （P＜0.01）。通过生物信息软件预测 IGSF3 为 miR-125a-5p 的靶基因，荧光素酶实验报

告质粒的荧光值显著下降（P＜0.05）。 

结论 miR-125a-5p 能够有效促进食管鳞癌的迁移侵袭，有望成为食管鳞癌预后和治疗的潜在标志

物；IGSF3 作为 miR-125a-5p 发挥作用的直接靶点，可能在食管癌侵袭转移过程中扮演重要角

色。 

 
 
PS-067 

708 例食管鳞癌外照射加 252cf 中子近距离治疗的长期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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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四川省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 

2.山西省长治市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 

 

目的  评价 252Cf 中子腔内近距离放疗配合外照射治疗 708 例食管癌的长期疗效及毒副反应。 

方法  从 2001 年 11 月到 2012 年 3 月，我院共收治 708 例食管鳞癌，均采用 252Cf 中子近距离腔

内配合外照射治疗食管鳞癌，根据美国癌症联合会第 6 版食管癌分期，I、IIA、IIB、III 和 IVa 期分

别为 7、254、31、404 和 12 例。近距离治疗 2~5 次，3.5~5.0Gy/次，总剂量为 8~25Gy；外照射

剂量为 50~56Gy，常规分割，5~6 周完成。 

结果  全组中位生存时间和 1、3 和 5 年生存率为 23.6 月、71.6%、41.8%和 32.1%。在预后和局

部控制率多因素分析中，照射总剂量是唯一与长期生存和局部控制均相关的因素。＜60Gy、60-

~68Gy 和＞68Gy 的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27.5%、35.3%和 22.1%（p＜0.001）。在治疗期间未发生

与治疗相关的食管穿孔和大出血。97 例（13.7%）发生了 3 度白细胞降低。635 例（89.7%）在治

疗过程有 1~2 级的食管炎反应。随访期间共 18 例（2.5%）发生食管穿孔，35 例（4.9%）发生大

出血。从治疗开始到随访发现复发或远处转移，仍有 490 例（69.2%）患者吞咽普食顺利，放疗后

约 13 例(1.8%)患者发生食管狭窄需要间断食管扩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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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252Cf 中子腔内近距离放疗配合外照射治疗，提高了食管癌放疗的局部控制率和长期生存

率，毒副作用在可以接受范围内，是一种可接受的治疗方案。 

 
 
PS-068 

A feasibility study establishing Ki67/LN+ prognosis 

score system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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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chest section)， Shandong's key laboratory of radiation oncology， 

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Shan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Shandong Univers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stablish Ki67/LN+ prognosis score system using the level of ki67 
in specimen and the number of positive lymph node (LN+) station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 and assess the value of it in prognosis. 
Methods  This study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medical information of 204 cases with ESCC, 
and the case 
were divided into metastasis group and un-metastasis group according to whether tumor 
metastasis occurred or no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Ki67 in tumor tissue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the number of (LN+) station was assessed by pathologist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tastasis group and un-metastasis group on the two parameter was 
investigated using Chi-square method. The Ki67/LN+ prognosis scor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association of the level of Ki67 and the number of (LN+) station, and the effect of it 
on prognosis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method of survival analysis.  

Results  With the increase of Tstage，the number of sets of (LN+) station both increased in 

metastasis group and un-metastasis group; but the number of (LN+) station in metastasis group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le not in un-metastasis group (P<0.01). with the increase of T 

stage，the level of Ki67 in metastasis group was increased while decreased in  un-metastasis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m was significant(P<0.01). In the score system of Ki67/L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ere the poorest as the score of them were 4 or 5 and in-between as the 
score of them were 3 or 4, while the patients had the best prognosis as the score were 1(P<0.01).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model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model, Ki67/LN+ prognosis score 
system was identified as a stronger prognostic indicator than tumor differentiation and T stage in 
ESCC (P<0.01). 
Conclusion  The Ki67/LN+ prognosis score system was a valuable clinical prognosis system, it 
was useful for establishing new tumor staging system including consideration of clinical and 
molecular factors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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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69 

The number of negative lymph node was an indicator on 

the extent of lymphadenectomy in middle thoracic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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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round It was controversial on the extent of lymphadenectomy in patients with middle 
thoracic (ESCC). The number of negative lymph node (LN) removed in operation was also a 
prodictor for overall survival (OS) of patients with ESCC, but it was not clear whether the number 
of negative LN could be used for an indicator  on the extent of lymphadenectomy.  
Method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n the 208 patients with middle thoracic ESCC was performed, 
who experienced esophagectomy and lymphadenectomy at our hospital between Jan 2009 and 
Jan 2013 without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The relation between clinical parameters and the number of positive or 
negative LNs was explored using the χ2 test, and futhermore factors selected from the χ2 test 
were put into a forward 
stepwise Cox regression model to identify significant prognostic factors. Survival analysis 
using Kaplan-Meier method was performed to test those prognostic factors. The cut-off number of 
negative LN was explored using a series of logrank tests. 
Rersult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positive LN and tumor site, tumor differentiation, 
depth of tumor invasion, nerve inasion, lymph vessel invasion were confirmed, while only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negative LN and lymph vessel invasion was identified (P = 0.03). The analysis result in 
Cox regression model revealed that the T stage of tumor, the number of positive LN, and the 

number of negative LN were significant prognostic factors (P ＜ 0.031, P ＜ 0.001, P = 0.001, 

respectively). 
The result of the series analysis using logrank tests identified that it might a reasonable range for 
lymphadenectomy in middle thoracic ESCC which removed more than 6 and less than 20 
negative LNs in operation.    
Conclusion The number of negative LN resected in operation could give an indication on the 
range of lymphadenectomy in thoracic ESCC. 
 
 
PS-070 

胸段食管癌根治术后选择淋巴引流区调强放疗的临床研究 

 
刘春雷 白志军 何池泉 刘英光 吴迪 齐丹丹 李尚鑫 王晓磊 李金禹 

赤峰市医院 024000 

 

目的  探讨胸段食管癌根治术后选择淋巴结引流区调强放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方法  自 2014.7~2016.6 入组病例，根据术后病理为 R0 切除，分期为 IIa~III 期需辅助放疗患者。

根据原发肿瘤部位不同勾画靶区：胸上段及胸中段偏上 CTV 包括双侧锁骨上、瘤床、吻合口、全

总隔淋巴结区、胃左淋巴结区；胸下段及胸中段偏下 CTV 向下包及腹腔干淋巴结区。总放疗剂量

45Gy/(25Fx1.8Gy)或 50.4Gy/(28Fx28F），5 次/周。 

结果  截止 2016.8 随访截止日期，共入组 18 例患者。其中 IIa 期 2 例、IIb 期 5 例、III 期 11 例；

高分化 8 例、中分化 6 例、低分化 4 例。接受 45Gy 放疗 4 例、50.4Gy 放疗 14 例。16 例患者完

成全部放疗。截止随访所有病例中 2 例死亡，1 例为局部复发，1 例放疗期间发现肝、肺转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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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存率为 88.9%。放疗期间副反应：骨髓抑制 I 度 5 例，II 度 3 例，III 度 1 例，无 IV 度；2 例出

现有症状性放射性肺炎，1 例未完成放疗。体重减轻中位 2kg（1~5Kg）。 

结论  胸段食管癌根治术后选择淋巴引流区放疗是安全的，仍需进一步入组病例及更长时间随访。 

 
 
PS-071 

基于 CT 与 MRI 图像勾画食管癌靶区具体差异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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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目前基于 CT 图像勾画食管癌靶区对肿瘤范围的确定仍较困难，本研究通过比较 CT 图像与

MRI 图像上食管癌靶区体积、转移淋巴结靶区体积的差异，并在 CT/MRI 融合图像上观察大体肿瘤

靶区差异的主要原因，探讨 MRI 应用于食管癌放疗的价值。 

方法  共收集 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1 月经病理证实为食管癌，并且行根治性放疗前行肿瘤相应部

位 MRI 检查的病例 29 例。分别在 CT 及 MRI 图像上勾画食管癌靶区 GTVCT、GTVMRI，转移淋

巴结靶区 GTVndCT、GTVndMRI。记录 CT 及 MRI 图像上食管癌上界、下界位置，长度、厚度以

及不同病变部位、病理类型、CT 上食管癌分期的食管癌体积和转移淋巴结体积。采用随机配对 t

检验分析差异。在 MIM6.4.7 软件上，采用刚性配准结合局部形变配准进行融合，观察 CT 上食管

癌及转移淋巴结肿瘤靶区 GTV1 与 MRI 上食管癌及转移淋巴结肿瘤靶区 GTV2 的差异及差异产生

的主要原因，进而探讨 MRI 在食管癌放疗中的价值。 

结果 （1）CT 与 MRI 图像勾画食管癌和转移淋巴结大体肿瘤靶区 GTV1、GTV2 体积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 =0.00，食管癌大体肿瘤靶区 GTVCT、GTVMRI 体积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0，转移淋巴结靶区 GTVndCT、GTVndMRI 体积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2。食管癌上

界、厚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0.00。（2）GTVCT、GTVMRI 体积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因素包括颈段 P=0.04；胸中上段 P =0.03；鳞癌 P=0.00；CT 示食管癌非手术治疗分期 T4 期 P 

=0.00、AJCC 第七版食管癌 T4 期 P =0.00；GTVndCT 与 GTVndMRI 无论从病变部位、病理类

型、CT 上非手术治疗及 AJCC 版食管癌 N 分期分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3）CT/MRI 融合图像

上观察食管癌靶区产生差异：对颈段食管癌周围软组织（气管、肌肉、咽部）、胸中上段食管癌周

围软组织（奇静脉、主动脉、支气管）、以及 2、3、4、5、7、8、10 区纵隔淋巴结 CT 分辨不如

MRI 清晰；CT 对甲状腺受侵与否较 MRI 更易分辨。 

结论  结果表明对颈段、胸中上段，病理为鳞癌，CT 上提示非手术食管癌 T 分期为 T4 期、AJCC

第七版食管癌 T 分期为 T4 期的食管癌，根治性放疗前应行 MRI 检查。 

 
 
PS-072 

不同铂类联合紫杉醇方案化疗 对局部进展期食管鳞癌调强放疗

预后的影响 

 
陈俊强 苏婷凤 林宇 李建成 潘建基 

福建省肿瘤医院 350014 

 

目的 分析食管癌调强放化疗患者的预后因素，探讨较佳的化疗方案。 

方法 选取 242 例紫杉醇联合不同铂类化疗方案治疗局部进展期食管癌调强放疗患者，分析不同铂

类、化疗周期数等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 全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 31.1 个月，3 年生存率为 47.4%。其中顺铂组、奈达铂组、洛铂

组和奥沙利铂组的 3 年生存率分别为 46.2% 、56.4% 、45.7%和 29.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90;HR (95% CI) :1.129(0.952-1.339)]，进一步分层分析显示顺铂组、奈达铂组、洛铂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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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生存率高于奥沙利铂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1;HR (95% CI) :1.691(1.077-2.654)]；化

疗周期数 2 个、3 个和≥4 个的 3 年生存率分别为 40.1%、49.5% 和 50.8%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64;HR (95% CI):0.878(0.719-1.071)]。多因素分析显示食管肿瘤体积和淋巴结转移最大径是

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 

结论 紫杉醇联合顺铂或奈达铂或洛铂化疗方案的生存率高于联合奥沙利铂，食管肿瘤体积和淋巴

结转移最大径是局部进展期食管鳞癌调强放化疗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 

 
 
PS-073 

A comparison of S1 and S1 with Nedaplatin in definitive 

chemoradiation in unresectable locally advanced thoracic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zhao chunbo
1
,Liu Guohui

1
,lin Quan

1
,E mingyan*

1,2
 

1.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Haping Road 

150 of Nangang District， Harbin 150086， Heilongjiang Province， China. 

2.*Corresponding author. 
 

purpose  in unresectable locally advanced thoracic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compared  survival and toxicity rates between S1 and S1 with Nedaplatin in definitive 
chemoradia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This singlecenter study included 58 patients 30 patients received S1 
with Nedaplatin and 28 patients S1 monotherapy in definitive chemoradiation 
Results  Overall survival (OS) was not different between the both regimens[P = 0.879, hazard 
ratio (HR) 0.97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62–1.51]}, with a median survival of 16.1 (CI 11.8–20.5) 
and 13.8 months (CI 10.8–16.9). Median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was comparable [P = 0.760, 
HR 0.93 (CI 0.60–1.45)] between the S1 with Nedaplatin group [11.1 months (CI 6.9– 15.3)] and 
the S1 group [9.7 months (CI 
5.1 – 14.4)]. High clinical T stage (cT4) was not related to OS and DFS in a univariate analysis (P 
= 0.250 and P = 0.201). A higher percentage of patients completed the S1 regimen (82% versus 
57%, P = 0.010). Hematological and nonhematological toxicity (≥grade 3) in the S1group (4% and 
18%)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theS1 with Nedaplatin (19% and 38%, P = 0.001).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we showed comparable outcome, in terms of DFS and OS for S1 
compared with S1 with Nedaplatin as dCRT treatment in EC patients. Toxicity rates were lower in 
the S1 group together with higher treatment compliance. S1 as an alternative treatment of S1 with 
Nedaplatin is a good candidate regimen for further evaluation. 
 
 
PS-074 

T1bN0M0 食管癌的术后治疗的探讨 

 
张倩 钱普东 卞秀华 孙秀锦 

江苏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210009 

 

目的 探讨食管癌 T1bN0M0 期患者术后的治疗选择。 

方法 收集我院 2010-2013 年间食管癌 T1bN0M0 期术后患者 163 例，术后均未行放化疗，分析其

临床因素与预后的关系。 

结果 163 例患者中，鳞癌 141 例，基底细胞样鳞癌 11 例，腺癌 2 例，小细胞癌 3 例，基底细胞癌

3 例，腺鳞癌 1 例， 神经内分泌癌 1 例，肉瘤样癌 1 例；分化程度为高分化 7 人，中分化 81 人，

低分化 23 人，中低分化 33 人，中高分化 16 人，不详 4 人；大体分型为斑块型 89 人，糜烂型 30

人，溃疡型 12 人，蕈伞型 10 人，其它类型 21 人；淋巴结清扫个数为 2-37 个，其中清扫大于 12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855 

 

个以上 47 人。27 例出现复发或转移，其中纵隔淋巴结转移 17 例（右气管食管沟淋巴结转移 8

例），吻合口复发 5 例，肺转移 3 例，骨转移 1 例 肝转移 1 例 胸膜转移 2 例。复发或转移与病理

分类、肉眼类型、分化程度、淋巴结清扫个数等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T1bN0M0 食管癌以纵隔淋巴结转移多见，尤其多见于右气管食管沟淋巴结，提示肿瘤浸润到

粘膜下层，淋巴结转移概率增加，且多为跳跃性的纵隔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少见。对于这类患

者，有必要寻找预测复发或转移的相关因子，指导进行术后的辅助放疗。 

 
 
PS-075 

Nomogram 模型预测 pT2-3N0M0 期食管癌术后长期生存 

 
杨劲松

1,2
 章文成

1
 肖泽芬

1
 赫捷

1
 高树庚

1
 刘向阳

1
 孙克林

1
 薛奇

1
 王大力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目的  分析 pT2~3N0M0 期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预后不良因素，建立预后预测模型。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04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行单纯根治性手术治疗的 pT2~3N0M0 期胸段

食管鳞癌 820 例。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Log-rank 法单因素分析，Cox 多因素回归分

析独立预后不良因素，并建立 Nomogram 预后预测模型。采用 calibration 图和时间依赖性 ROC 曲

线下面积（AUC）比较该模型和 AJCC/UICC 第 7 版分期预后分组的预测准确性和预后鉴别能力。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63.2 月（95% CI 59.5~67.0 月）。3 年、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70.0%和

59.9%。多因素分析显示影响 OS 的预后因素为年龄、性别、术前体重下降、肿瘤部位、肿瘤长

度、分化程度、上切缘长度、淋巴结清扫个数、脉管瘤栓（P 均＜0.05）。根据以上 9 个独立预后

因素建立 Nomogram 预后模型。Calibration 图显示 Nomogram 预测的 5 年生存率与实际 5 年生存

率一致性较好。Nomogram 预后模型的 AUC 值为 0.67，高于 AJCC/UICC 第 7 版分期预后分组的

0.60。根据模型风险得分可将患者分为低危、中危、高危三组，5 年 OS 率分别为 85.9%、

67.9%、37.4%（低危 VS. 中危，P=0.015；中危 VS. 高危，P＜0.001），5 年 DFS 率分别为

74.8%、58.4%和 32.6%（低危 VS. 中危，P=0.025；中危 VS. 高危，P＜0.001）。而

AJCC/UICC 第 7 版分期预后分组的ⅠB 期、ⅡA 期、ⅡB 期 5 年 OS 率分别为 74.8%、64.5%和

53.8%（ⅠB VS.ⅡA，P=0.242；ⅡA VS.ⅡB，P=0.020），5 年 DFS 率分别为 69.5%、57.0%和

44.2%（ⅠB VS.ⅡA，P=0.122；ⅡA VS.ⅡB，P=0.001）。 

结论  本 Nomogram 预后模型比 AJCC/UICC 第 7 版分期预后分组对于预测 pT2~3N0M0 期胸段食

管鳞癌根治术后生存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鉴别能力，有助于临床决策和临床研究方案的设计。 

 
 
PS-076 

胸下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复发模式与放疗靶区的勾画 

 
罗毅君

1,2
 李明焕

1
 王晓莉

1,2
 于金明

1
 

1.山东省肿瘤医院 

2.济南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目的 分析胸下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复发模式及腹腔淋巴结复发具体位置,探讨术后辅助放疗靶区的

设计。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2013 年间我院收治的胸下段食管鳞癌 R0 根治术后的患者,腹腔淋巴结按第

7 版 AJCC 胃癌分组标准对腹腔淋巴结转移具体部位分组并进行回顾分析。组间差异行 X2 检验。 

结果  总共 268 例胸下段食管癌术后患者入组，有 113 胸下段食管癌术后经影像学检查证实术后出

现淋巴结转移。总转移率为 42.2%，其中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率 4.1%（11/268），上纵膈、中纵

膈、下纵膈淋巴结转移率分别为 5.3%（14/268），21.3%（57/268），34.7%（93/268），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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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结转移率为 32.1%（86/268）。另外，在这 86 例腹腔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中，腹腔淋巴结转移

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腹主动脉旁的 16a2、16a1、腹腔干（9 组）、胰头后（13 组）及肝总动脉旁淋

巴结（8 组）转移率分别为 66.3%、39.4%、40.7%、38.4%、18.6%,其总转移率为 93.0%。 

结论  食管癌根治术后中、下纵膈淋巴结及腹腔淋巴结引流区是术后放疗的靶区，腹腔淋巴结转移

主要部位是腹主动脉旁 16a2 和 16a1、腹腔干、胰头后以及肝总动脉淋巴结引流区,是术后放疗的

腹腔靶区。 

 
 
PS-077 

Recurrence Pattern of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n the 

Mid-Thoracic Esophagus: Implications for the Clinical 

Target Volume Design of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Wang xiaoli
1,2

,Luo Yijun
1,2

,Fan Tingyong
1
 

1.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2.School of Medical and Life Sciences， Shan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Jinan 

 

Background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has shown positive efficacy in lowering the recurrence 
rate and improving the survival rate for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patients. 
However, controversial still exists about the postoperative prophylactic radiation target volume.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analyze the patterns of recurrence,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determination of the postoperative radiotherapy target volume for patients with mid-thoracic 
ESCC. 
Methods  A total of 338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or metastatic mid-thoracic ESCC after radical 
surgery were retrospectively examined. The patterns of recurrence including locoregional and 
distant metastasis for these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rate of lymph node (LN) metastasis were 28.4% supraclavicular, 77.2% upper 
mediastinal, 32.0% middle mediastinal, 50.0% lower mediastinal, and 19.5% abdominal LNs, 
respectively. In subgroup analyses, the rate of abdominal LNs metastasi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histological node-positive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histological node-negative (p = 
0.033). Further analysis in patients with histological node-positive,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patients with three or more positive nodes are more prone to abdominal LNs metastasis, compare 
with those patients with one or two positive nodes (χ2 = 4.367, P = 0.037). The length of tumor 
and histologic differentiate were also the high risk factors for abdominal LNs metastasis.  
Conclusions  For mid-thoracic ESCC with histological node-negative, or one or two positive 
nodes, the supraclavicular, and station 2, 4, 5 and 7 lymph nodes should be delineated as CTV of 
postoperative prophylactic irradiation, and upper abdominal LNs should be excluded. While for 
mid-thoracic ESCC with three or more positive nodes, upper abdominal LNs also should be 
included. The length of tumor and histologic differentiate should be considered comprehensively 
to design the CTV for radi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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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78 

92 例颈段食管鳞癌同期放化疗后治疗失败模式分析 ——来自一

项前瞻性临床研究的结果 

 
李洪选 吕长兴 刘俊 王家明 程妍 傅小龙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200030 

 

目的  本研究来自一项前瞻性临床Ⅱ期研究，针对接受同期放化疗颈段食管鳞癌，分析近期疗效、

无进展生存率(PFS)、无局部进展生存率(PLFS)、死亡原因、治疗失败模式以及治疗失败后的挽救

性治疗。 

方法  所有患者均经病理证实为颈段食管鳞癌，无远处转移，均前瞻性接受同期放化疗；中位放疗

剂量 60Gy（范围：50－63Gy），放疗期间均接受至少 1 次的含铂 2 药方案同步化疗。采用

RECIST1.1 版结合胃镜检查评价短期疗效。治疗完成后常规随访。 

结果  2007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92 例入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 38 月。近期疗效：CR，PR，

SD 患者分别为：70 例（76.1%），20 例（21.7%），2 例（2.2%）。1、2、3 年 PFS 分别为：

74.6%，52.3%，40.4%；中位 PFS：25±3.127 月。1、2、3 PLFS 分别为：74.6%，60.8%，

55.7%；中位 PLFS：未达到。治疗失败患者 54 例，其中单纯局部残存 18 例，局部残存合并远处

转移 4 例；单纯局部复发 12 例，局部复发合并远处转移 4 例；单纯远处转移 16 例。37 例有局部

残存和/或复发的患者中，失败发生于照射野内者 29 例，中位生存时间 17 月；失败发生在照射野

外者 8 例，中位生存时间 31 月，二者有统计学差异，P=0.000。野内复发患者再次接受包括放化

疗在内的挽救性治疗和支持治疗后 3 年内全部死亡；野外复发患者中，2 例接受挽救性手术，仍然

存活；5 例接受放化疗，2 例长期存活至今。24 例有远处转移患者中，肺转移最常见，为 16 例；

其中，发生肺转移者比其他组织器官转移者生存率更高，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27 月，25 月，二者

有统计学差异，P=0.01。迄今为止，共有 49 例患者死亡，因局部残存和/或复发死亡 32 例

（65.5%），因远转死亡 11 例（22.5%），非疾病相关死亡 2 例；因治疗副反应死亡 4 例

（8%），其中，3 例为治疗引起的食管瘘， 1 例为治疗导致的喉水肿。 

结论  颈段食管癌同期放化疗后的主要失败模式是局部残存和/或复发，其中，照射野内的局部失败

占多数，采用放化疗为主的挽救性治疗疗效很差。 

 
 
PS-079 

HPV16 E6-E7 通过激活 PI3K/Akt 信号通路诱导食管鳞癌干细胞

特性转化的体外和体内研究 

 
席儒兴 潘书沛 陈鑫 张晓智 车少敏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我们前期研究发现 HPV16 感染与陕西食管鳞癌患者较差的预后显著相关。本研究旨在进一

步探究 HPV16 在食管鳞癌发生和发展中的潜在作用和机制。 

方法  构建 HPV16E6-E7 慢病毒载体，稳定转染入 Eca109 和 TE-1 细胞，经嘌呤霉素筛选后得到

的稳转株细胞分别命名为 Eca109-psb 和 TE-1-psb 细胞。Westernblotting 验证 HPV16 E6-E7 蛋

白的表达，同时检测 Eca109-psb 和 TE-1-psb 细胞的肿瘤干细胞特性：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

细胞成球能力等。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周期分布和 p75NTR+细胞比例。单克隆形成实验和

CCK-8 实验分别检测细胞的射线和药物敏感性。Westernblotting 和免疫荧光检测 HPV16 E6、

p75NTR、PI3K、Akt 和 p-Akt(ser473)蛋白的表达。裸鼠移植瘤模型检测 HPV16 E6-E7 对 ESCC

细胞体内成瘤能力的影响。免疫组化检测 PI3K、Akt 和 p-Akt(ser473) 在裸鼠瘤组织中的表达。 

结果  Eca109-psb 和 TE-1-psb 细胞中均稳定表达 HPV16E6-E7 蛋白。实验结果表明 Eca109-psb

和 TE-1-psb 细胞均表现为较高的肿瘤干细胞特性，诸如更强的迁移和侵袭能力、成球能力、抗凋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858 

 

亡以及 ESCC 肿瘤干细胞标志物 p75NTR 的表达上调，Eca109-psb 和 TE-1-psb 细胞的射线和药

物抵抗性也较 Eca109 和 TE-1 细胞显著增强。此外，westernblotting 和免疫荧光检测发现

Eca109-psb 和 TE-1-psb 细胞中 PI3K 和 p-Akt(ser473)的表达也显著上调。当应用 PI3K 特异性阻

断剂 LY294002 和 PI3K、Akt 特异 siRNA 分别阻断 PI3K/Akt 信号通路后，Eca109-psb 和 TE-1-

psb 细胞中高表达的 PI3K 和 p-Akt(ser473) 蛋白均被显著阻断。裸鼠移植瘤模型结果显示

HPV16E6-E7 显著增强 Eca109 细胞的体内成瘤能力，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PI3K、p-Akt(473) 蛋白

均在瘤组织中显著高表达。 

结论  本研究证明了 HPV16E6-E7 激活 PI3K/Akt 信号通路增强了 ESCC 细胞的肿瘤干细胞特性和

射线、药物抗拒性，通过靶向 HPV16 阳性 ESCC 的 PI3K/Akt 信号通路有可能是今后治疗的方

向。 

 
 
PS-080 

三维适形放疗联合不同化疗方案治疗中晚期食管癌的临床探讨 

 
赵维勇 张丽珍 赵滑峰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0011 

 

目的  观察三维适形放疗联合不同化疗方案治疗中晚期食管癌的的疗效和毒副反应。 

方法  42 例不能手术或不同意手术中晚期食管癌患者随机分为 DF 组(20 例)和 TP 组(22 例)。DF 组

放疗联合 DF 方案化疗; TP 组放疗联合 TP 方案化疗。两组放疗均使用直线加速器 6MV-X 射线, 三

维适形放射治疗,常规分割,1.8～2.0 Gy/次,5 次/周, 总剂量 60～68Gy, 共 7 周左右完成。 

结果  近期有效率(CR+PR):DF 组 75.0%，TP 组 81.8%， 两组有效率差异无显著性意义(χ2 = 

0.2892, P>0.05)；1、2 年局控率:DF 组 80.0%、60.0%，TP 组 86.3%、63.6%, 两组局控率差异

无显著性意义(P>0.05)；1、2 年生存率 DF 组 80.0%、50.0%，TP 组 81.8%、59.1%，两组生存

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良反应：两组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心、呕吐, DF 组发生率 70.0%

明显高于 TP 组 31.3%，有统计学意义（ P=0.029 <0.05），经积极止吐、支持治疗后好转;而 TP

组患者易出现白细胞下降，发生率 79.4%高于 DF 组 55.0%，有统计学意义（ 

P=0.031<0.05），经给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治疗后恢复, 均未影响治疗；其他副反应两组相似，

主要表现为放射性食管炎，多为Ⅰ、Ⅱ级。 

结论  三维适形放疗联合 DF 或 TP 方案化疗治疗中晚期食管癌, 均取得了较好疗效, 优于单纯放

疗；放疗联合 TP 方案化疗疗效优于放疗联合 DF 方案化疗，但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观察例数不

多相关，值得进一步观察；两组表现出不完全相同的副反应，在治疗人群的选择方面值得进一步探

讨。 

 
 
PS-081 

中国人群的食管鳞癌放化疗敏感性与 ERCC1 及 ERCC2 基因多态性

关系研究 

 
玉荣

2,3
 王雅棣

1
 斯琴高娃

3
 

1.陆军总医院放疗科 

2.南方医科大学 

3.内蒙古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放疗科 

 

研究目的  此项队列研究旨在评估食管鳞癌患者放化疗敏感性及总生存率与 ERCC1(rs11615 和

rs3212986)及 ERCC2 基因(rs13181 和 rs1799793)多态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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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此项队列研究在 2010 年 2 月至 2012 年 2 月期间入组了 142 例食管鳞癌患者。

ERCC1(rs11615 和 rs3212986)及 ERCC2 基因(rs13181 和 rs1799793)多态性用聚合酶链限制性

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法(PCR-RELP)进行评估。 

结果  利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 ERCC1 rs11615 为 TT 基因型（OR=11.36，95%CI=3.93-

32.81）及 CT+TT 基因型（OR=6.46，95%CI=2.92-14.39）较为 CC 基因型的食管鳞癌患者完全

缓解和部分缓解率更高; ERCC1 

rs11615 为 TT 基因型及 CT+TT 基因型较为 CC 基因型的食管鳞癌患者中中位生存时间更长（对数

秩检验 P=0.048）。ERCC1 rs11615 为 TT 基因型（OR=0.32，95%CI=0.13-0.83）及 CT+TT 基

因型（OR=0.39，95%CI=0.18-0.83）较为 CC 基因型的食管鳞癌患者死亡风险更高。ERCC1 

rs3212986 及 ERCC2 rs13181 及 rs1799793 基因多态性与食管鳞癌患者放化疗敏感性及总生存率

间未见显著相关关系。 

结论  ERCC1 rs11615 为 TT 基因型及 CT+TT 基因型较为 CC 基因型的食管鳞癌患者放化疗敏感

性及总生存率更高。 

 
 
PS-082 

中国食管癌放射治疗模式-来自放疗临床医生的调查问卷 

 
张云

1,3
 刘菁

2
 岳金波

3
 

1.济南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2.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研究生教育中心 

3.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 放一科 

 

目的  对于食管鳞癌的放射治疗，目前存在很多的争议，包括治疗选择、放疗剂量、靶区勾画等。

针对这些争议问题，我们设计了针对放疗医生的调查问卷，目的是了解中国放疗医生关于食管癌放

射治疗的治疗模式。 

方法  调查问卷包括 31 个题目，调查对象为 2016 年 8 月 11-14 日于山东济南参加中国医师协会放

疗分会第一届年会的放疗临床医生。 

结果  共发放 500 份调查问卷，回收 180 份问卷。75 % 医生年龄大于 40 岁，60%工作 10 年以

上。对于可手术局部晚期食管癌:53%的医生倾向于手术+术后放化疗，40%选择术前放化疗+手

术，43%担心术前放化疗增加术后并发症的风险。关于术后放疗靶区：92%医生选择照射瘤床+术

前阳性的区域淋巴结。对于不可手术局部晚期食管癌根治性放疗剂量：81%医生应用 60-65Gy 的

剂量，只有 5%医生选择 50.4Gy 的剂量。关于放疗靶区：对于颈段食管癌，93%的医生选择预防

性照射双侧锁骨上区域淋巴结；对于胸下段食管癌，72%选择预防性照射胃左区域淋巴结。对于纵

膈淋巴结：72%的医生给予选择性淋巴结照射，28%给予累积野照射。关于颈段食管癌临床靶区外

放，40%医生选择向上外放 3-5cm，直至下咽；32%认为不能超过食管的解剖上界；28%会选择喉

镜检查，如果无下咽侵犯，则只到环状软骨。关于同步化疗方案:49%医生选择 PF 方案，46%选择

多西他赛+DDP 方案，34%选择紫杉醇和顺铂每周方案。关于应用 4D-CT 放疗定位:48%的医生在

放疗过程中从不应用，33%的只应用于胸下端的食管癌定位。关于放疗过程中图像验证，74%医生

只根据皮肤摆位，不会每日给予图像引导放疗；53%给予患者每周一次图像引导放疗。                

结论  对于食管癌放疗，中国放疗医生在治疗模式选择、根治性放疗剂量、靶区勾画原则等方面存

在着差异。图像引导放疗技术和 4D-CT 技术有待进一步常规应用。全国规范化食管鳞癌临床实践

指南有待进一步制定。亟待开展针对中国食管鳞癌患者的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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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83 

食管鳞癌根治术后预后的因素分析 

 
潘书沛 席儒兴 张晓智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探讨食管癌根治术后影响预后的因素。 

方法  回顾性收集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08-01 至 2011-6 收治的 203 例接受食管癌根治术

的患者临床资料。用 Kaplan-Meier 法对总生存期、无病生存期进行单因素预后分析，并用 cox 模

型对预后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203 例食管癌患者均接受食管癌根治术。排除其中病理类型非鳞癌、切缘阳性、其他严重并

发症、失访等患者，资料完整者共 191 例 I、II、III、IV 期患者分别有 21 例、93 例、71 例、6

例；其中，IIA 期 76 例，IIB 期 17 例。Kaplan-Meier 法分析单纯根治术与术后辅助放化疗后

OS(月)分别为 54.04、59.25（I 期，p=0.766）；37.52、47.23（II 期，p=0.165）；23.52、43.41

（III 期，p=0.002）；29.50、55.50（IV 期，p=0.212）。单纯根治术与术后辅助放化疗后 PFS(月)

分别为 51.98、59.25（I 期，p=0.722）；35.02、42.93（II 期，p=0.236）；22.31、42.71（III

期，p=0.001）；27.25、55.50（IV 期，p=0.206）。另外，吸烟患者具有较差的 OS、PFS

（p=0.01、p=0.013），而病理分级、年龄与 OS、PFS 均无相关性，P＞0.05。将吸烟与否、

TNM 分期、治疗方式纳入 Cox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其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3、p=0.002、

p=0.000）。 

结论 术后辅助放化疗不能提高根治术后 I、II 期食管鳞癌患者的生存期，但可以提高 III 期食管鳞癌

术后患者的生存期。 

 
 
PS-084 

1257 例食管癌三维适形放疗联合化疗的临床研究 

 
张安度 韩春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观察食管癌三维适形放疗联合化疗与单纯放疗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3 年 7 月至 2012 年 6 月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疗科收治的符合入组条件的

食管癌患者 1257 例，放化疗组 362 例，单纯放疗组 895 例。观察全组患者近期疗效、生存率及死

亡原因，并行亚组分析寻找加入化疗后明显获益人群。 

结果  1.放化疗组有效率 99.1%（346/349），单放组有效率 99.0%（813/821）（χ2=1.846，

P=0.397）。2.放化疗组 1、3、5、10 年生存率分别为 74.0%、42.0%、32.9%、14.4%；单放组

1、3、5、10 年生存率分别为 65.9%、33.0%、23.3%、10.9%，放化疗组生存明显优于单放组

（χ2=15.739，P=0.000）。3.序贯放化疗组较单放组有提高生存率的趋势（χ2 =3.417，

P=0.065）；同期放化组与单放组比较，1、3、5 年生存率明显提高，为 75.6%、41.5%、

32.8%vs.65.9%、33.0%、23.3%，（χ2 =14.141，P=0.000）。4.同期放化组放疗后加入巩固化

疗 1、3、5 年生存率提高（χ2 =7.136，P=0.008）。5.经 Cox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病变部

位、非手术 TNM 分期、GTV 体积及是否化疗是影响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亚组分析提示 TNMⅡ

期及Ⅲ期的患者加入化疗后 1、3、5 年生存率明显提高。6.两组主要死亡原因均为肿瘤复发和未

控，其次为远处转移。放化疗组死于未控的比例要低于单放组，为 7.4%vs.14.7%（χ2=8.586，

P=0.003），死于远处转移率的比例未见降低。 

结论  放化疗组生存明显优于单放组；序贯放化疗组较单放组有提高生存率的趋势，同期放化组较

单放组生存率明显提高；同期放化组放疗后加入巩固化疗 1、3、5 年生存率提高；TNMⅡ期及Ⅲ

期患者为化疗获益人群；放化疗组死于未控的比例要低于单放组，远处转移率未见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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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85 

Adjuvant therapy for a microscopically incomplete 

resection margin after an esophagectomy for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Qiu Bo
1
,Li JiaXiang

2
,Wang ZhiQiang

1
,Liang Ying

1
,Cai Peiqiang

1
,Chen ZhaoLin

1
,Liu Mengzhong

1
,Fu 

JianHua
1
,Yang Hong

1
,Liu Hui

1
 

1.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2.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Zhaoqing City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is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with a 
microscopically incomplete (R1) resection margin following an esophagectomy,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adjuvant treatment on survival.  
Methods  Data obtained from 124 patients with R1-resected ESCC were reviewed. The impact of 
clinicopathological factors and adjuvant treatment on the overall survival,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and distant recurrence were explored.  
Results  For a median follow-up time of 16.8 months, the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of 124 patients 
was 25.6 months. The 1, 3, and 5-year overall survival rates were 75.6%±4.0%, 35.9%±5.1%, 
and 23.2%±5.0%, respectively. Adjuvant therapy was administered in 78 patients.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es, patients with a pN0 stage (log rank, p=0.028) and adjuvant chemotherapy 
(log rank, p=0.032) exhibited more favorable overall survival. The addition of sequential or 
concurrent radiotherapy to chemotherapy did not produce a survival benefit compared to adjuvant 
chemotherapy alone (log rank, p=0.837). In the multivariate analyses, the pN stage (HR=2.192, 
p=0.004) and adjuvant chemotherapy (HR=0.032, p=0.004) we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overall survival.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was the main failure pattern after R1 resection. The 
pN stage (HR=2.567, p=0.009) and adjuvant radiotherapy (HR=0.278, p=0.000) we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Conclusion In R1-resecte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djuvant radiotherapy 
reduced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however, it did not improve overall survival. Adjuvant 
chemotherapy demonstrated benefits for overall survival. The pN stage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locoregional recurrence and overall survival. 
 
 

PS-086 

Combined modalities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ndoscopy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in the evaluation of 

tumor responses to definitive chemoradiotherapy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Qiu Bo,Wang DeLing,Yang Hong,Xie WeiHao,Liang Ying,Cai PeiQiang,Chen ZhaoLin,Liu MengZhong,Fu 
JianHua,Xie ChuanMiao,Liu Hui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510060 
 

Purpos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combined modalities, including anatomical and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endoscopy and computed tomography (CT), for the 
assessment of tumor responses to definitive chemoradiotherapy (dCRT)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Methods  Sixty-seve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ESCC were enrolled. Tumor response (TR) 
was assessed two month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dCRT. Evaluation criteria according to 
combined modalities, including MRI, endoscopy and CT, were established and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criteria based on CT and endoscopy.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 12 months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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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as the reference standard,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two criteria in response assessment was 
analyzed.  
Results  Thirty-seven (55.2%) and 10 (14.9%) patients were considered to exhibit CR, as 
assessed by combined modalities and the traditional criteria, respectively. Using PFS ≥ 12 
months as a surrogate for CR,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combined modalities were 
82.4% and 88.9%,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20.6% and 92.6% for the traditional criteria. TR 
assessed by combined modalities (CR vs. non-CR) was prognostic of PFS in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log-rank, p<0.0001; Cox regression, HR=0.114, 95% CI 0.048-0.272). 
Conclusions  Tumor responses assessed by the combined modalities of MR, endoscopy and CT 
seemed highly predictive of prognosis after dCRT in ESCC patients. 
 
 
PS-087 

食管鳞癌组织中 Survivin 蛋白表达水平对同步 

放化疗疗效的影响 

 
董玉梅 魏世鸿 

甘肃省肿瘤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食管鳞癌组织中 Survivin 蛋白表达水平对同步放化疗的疗效的影响。 

方法 选取甘肃省肿瘤医院 2009 年 10 月-2012 年 6 月完成同步放化疗的 62 例局部晚期不可手术或

患者不愿手术的食管鳞癌初治患者，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患者病理组织中 Survivin 蛋白的表达

水平，并分析 Survivin 蛋白表达对放化疗患者近期和远期疗效的影响。 

结果 本组患者 Survivin 蛋白阳性表达率为 56.5％（35/62）。Survivin 蛋白表达与患者的年龄、 性

别、ECOG ZPS 评分等比较差异都无显著性（P＞0.05），而与肿瘤分化程度、临床分期相关（P

＜0.05 ）；全组 CR24 例，PR26 例，SD11 例，PD1 例，计算出 ORR 为 80.6％（50/62），

DCR 为 98.4％(61/62）；Survivin 蛋白阳性者 ORR 为 82.9％（29/35 ），Survivin 蛋白阴性者

ORR 为 81.5％（22/27 ），两组 ORR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DCＲ分别为 95. 

2% (34/35) 和 100% (27/2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 确切概率法，P＝0.000）。本组患者中位

OS 为 28 个月，其中 Survivin 蛋白阳性组为 28 个月，Survivin 蛋白阴性组为 28 个月。62 例患者

1、2、3 年生存率分别为: 95.2％（59/62）、62.9％（39/62）、38.7％（24/62）；其中 Survivin

蛋白组 1、2、3 年生存率分别为 94.2％（33/35）、62.9％（22/35）、37.1％（13/35），

Survivin 蛋白阴性组分别为 96.3％（26/27）、63.0％(17/27）、40.7％（11/27）。Kaplan－

Meier 生存分析显示两组患者 OS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3.85，P＝0.05）；Kaplan－Meier 生

存分析显示两组患者 OS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3.85，P＝0.05 ）。 

结论 Survivin 蛋白的表达与患者的性别、年龄、ECOG ZPS 评分等无关，而与患者的肿瘤分化程

度、TNM 分期有关；食管鳞癌组织中 Survivin 蛋白阴性的患者放化疗的敏感性较高且预后好。 

 
 
PS-088 

尼妥珠单抗联合放疗在食管癌放疗后复发患者中应用分析 

 
吴文安 雎岩 赵金 王盺苗 杨怡萍 李勤 

陕西省肿瘤医院 710061 

 

目的 分析食管癌放疗后复发患者应用尼妥珠单抗联合放疗的价值。 

方法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符合纳入标准的食管癌放疗后复发患者 28 例，分为治疗组(尼妥

珠单抗)13 例和对照组(单纯放疗)15 例。比较两组患者近期缓解率、前 2 年生存率和不良反应。 

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治疗结束后，患者近期缓解率分别为 92.3%（12/13）和 80% (12／15)，有

统计学差异（ P＜0.05) ；1 年内远处转移率分别为：15.4%，26.7%，有统计学差异（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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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1、2 年生存率分别为 69.2%；46.7%和 38.46%；33.3%，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p>0.05）；两纽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包括放射性食管炎、骨髓抑制、消化道反应、皮疹等均无

明显差异。 

结论 尼妥珠单抗联合放疗可以提高食管癌放疗后局部复发患者的局控率并延长存活期，同时不增

加不良反应。  

 
 
PS-089 

基于选择性淋巴结区域照射基础上不同 GTV 纵轴外扩长度在食管

鳞癌根治性放化疗中的疗效比较 

 
李夷民 郑华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61003 

 

目的 比较食管癌选择性淋巴结区域照射（Elective node irradiation，ENI）基础上原发病灶大体靶

区纵向外扩不同长度的的生存差别，探讨食管鳞癌临床靶区的优化。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5-2012.11 在我院行放化疗的初治的行 ENI 的 ESCC 患者。根据大体靶区

纵向外扩长度不同分为纵向外扩范围≤3cm 组（CTV1）及＞3cm 组（CTV2），比较不同纵向外扩

长度的 CTV 分组的生存率及副反应差别。 

结果  142 例患者进入分析，CTV1 组 81 例，CTV2 组 61 例。两组生存差别以及严重副反应的发生

率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基于 ENI 的 ESCC 原发灶纵向外扩 3cm 形成的 CTV 照射后的生存率不低于 GTV 纵向外扩

大于 3cm 的 CTV 照射。建议选择性淋巴结区域照射时 GTV 纵轴外扩≤3cm。 

 
 
PS-090 

复方苦参降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严重放射性肺炎的随机临床研究 

 
马红兵 黄珊 柯悦 金迎迎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肿瘤放疗科 710004 

 

目的  观察复方苦参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同步放化疗期间放射性肺炎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入组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肿瘤患者，随机入组同步放化疗+复方苦参组（CRT+FFKS）

和同步放化疗组（CRT 复方苦参（40ml/f/d）为放疗前 30 分钟静脉滴注，每次放疗前使用。CRT

方案为大体肿瘤体积（PGTV）和阳性淋巴结处方剂量为 69.3-72.6Gy/33 次，临床靶体积（PTV）

处方剂量为 62.7Gy/33 次，顺铂 30mg/m2/week.放疗技术采用 IMRT、3-DCRT。 

结果 74 名患者完成入组和治疗方案，其中 34 名患者入 CRT+FFKS 组，40 名患者入 CRT 组，两

组患者基线资料无差异，实际接受中位 PGTV（p=0.26）和 PTV（p=0.18）处方剂量和化疗周期

数（p=0.32）也无显著差异。放疗期间前者Ⅲ放射性肺炎（26.4% vs 47.1%，p=0.05）发生率和

放疗期间抗生素使用（18.9% vs 42.5%，p=0.05）显著低于后者，血液毒性两组之间无明显差

异。 

结论  复方苦参可以减轻胸部肿瘤患者同步放化疗期间放射性肺炎发生率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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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91 

85 例中国食管癌患者中 BRAF 基因突变情况临床意义评价 

 
梁龙 王俊超 李厨荣 李昉 李涛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分析中国食管癌患者中 BRAF 基因突变情况临床意义。 

方法  收集 85 例中国食管癌患者组织标本（50 例食管鳞癌，35 例贲门腺癌），采用 PCR 扩增和

基因测序的方法检测 BRAF 基因第 11 外显子和第 15 外显子突变情况。 

结果  BRAF 基因在食管鳞癌中未检测到突变，而在 35 例贲门腺癌中检测到 3 例 BRAF 第 15 外显

子突变，突变率为 8.6% (3/35)，突变类型为 V600E，未发现 11 外显子突变。3 例患者均伴有周围

淋巴结的转移，TNM 分期分别 IIIB、IIIB、IIIC 期，分化程度分别为 II 级、II 级、III 级。 

结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 BRAF 基因突变主在贲门腺癌发展中起一定作用，检测 BRAF 突变可作为贲

门腺癌不良预后指标，可成为靶向治疗的靶点。 

 
 
PS-092 

EGCG 治疗食管癌急性放射性食管炎的临床研究 

 
余丽娌 赵汉玺 朱婉琦 邢力刚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在接受放疗的食管癌患者中评价 EGCG 减轻急性放射性食管炎有效性和安全性，同时观察因

食管炎导致放疗中断的发生率和放疗前后患者的体重变化。 

方法  选取 II–IIIB 期接受放疗的食管癌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 3D-CRT 或者 IMRT，分次剂量

1.8Gy 或者 2Gy, 累计总剂量在 50.4-66Gy，随机分成两组（EGCG 组和对照组），放射性食管炎

出现后，EGCG 组口服 EGCG 盐溶液（15ml/次，3 次/天），对照组口服庆大霉素，地塞米松及利

多卡因混合的盐溶液，用法同 EGCG 组，用药至放疗结束。每个星期记录 NRS 疼痛评分，至放疗

后两周。主要研究终点的为疼痛评分，次要终点为放疗前后体重变化及放疗中断的发生率。 

结果 最终 51 例 II–IIIB 期接受放疗的食管癌患者纳入分析，其中 EGCG 组 26 例，对照组 25 例。

两组病例在性别，年龄，吸烟，肿瘤分期，肿瘤长度，放疗剂量，是否同步化疗及食管炎出现的时

间方面匹配，具有良好的可比性。治疗前即第 1 星期 EGCG 组及对照组的疼痛评分分别

3.42, 3.52,P=0.761。第 2，3, 4, 5 个星期及放疗结束后第 1，2 周 EGCG 组的疼痛评分明显低于

对照组，P 值分别为：0.000, 0.000, 0.000, 0.000, 0.001，0.005。两组疼痛评分分布（0，1-3，4-

6，≧7）在第 1 星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治疗后，第 2，3, 4 星期疼痛评分分布 EGCG

组低分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P 值分别为 0.000, 0.036, 0.077。放疗结束后，EGCG 组体重减

轻 1.36 ± 2.24kg, 较对照组 2.54 ± 2.20kg 明显低，p=0.065。放疗中断的发生率在 EGCG 组为

7.8%，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20%，尽管 p=0.248。未发现 EGCG 引起的毒副反应。 

结论 本研究表明 EGCG 能有效的减轻食管癌患者放疗引起的放射食管炎的疼痛症状，并且是安

全，易耐受的。为证实这一结果，更大样本的临床研究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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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93 

Ⅱb-Ⅲ期食管鳞癌 R0 术后 IMRT 同步化疗的Ⅰ/Ⅱ期临床研究 

 
于舒飞

2
 肖泽芬

1
 章文成

3
 倪文婕

1
 周宗玫

1
 张红星

1
 陈东福

1
 冯勤付

1
 梁军

1
 吕纪马

1
 赫捷

1
 高树庚

1
 方德康

1
 毛

友生
1
 刘向阳

1
 

1.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2.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 

3.天津肿瘤医院 

 

目的  我们的前期研究已确立Ⅱb-Ⅲ期食管癌 R0 术后放射治疗提高生存率，但血行转移率高。本

研究探索同步化疗的最大耐受剂量（Maximum Tolerate Dose， MTD）及其安全性和可行性。 

材料和方法  007 年 7 月 25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共入组我院行根治性（R0）手术且病理诊断

为Ⅱb-Ⅲ期胸段食管癌患者 98 例，接受调强适形放疗（Intensive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同步紫杉醇联合顺铂化疗。 

结果  98 例患者中 I 期 33 例，Ⅱ期 65 例。中位年龄 55 岁。ECOG 0-2 分。男性 88.8%，女性

11.2%。在Ⅰ期 33 例的研究中，第 1 组 6 例,其中 2 例出现限制性毒性反应(Dose Limited 

Toxicities，DLT)致使递增实验失败。第 2 组 15 例，除 1 例紫杉醇过敏中止化疗外，其余

20~40mg/m2 无 DLT。但在 50mg/m2 时，2 例出现限制性毒性反应而终止；MTD 为每周紫杉醇

40mg/m2+顺铂 20mg/m2+连用 5~6 周。第 3 组 12 例无 DLT，顺利完成计划。缩小照射范围前、

后 PTV 平均体积和残胃的平均受量明显缩小（P＝0.006，P＝0.013）。照射野外复发率没有增

加。在Ⅱ期 65 例的研究中， 放疗剂量 50-54Gy 23 例（35.4%）,54-60Gy42 例（64.6%）。化疗 

1-4 周 32 例（49.2%），5-6 周 33 例（50.8%）。3-4 级毒性反应发生率为 21-29%，没有 5 级毒

副反应。全组 3 年 OS 和 DFS 分别为 54.7%和 44.8%。50-54Gy 组和 54-60Gy 的 3 年 OS 分别为

60.1%、51.2%和 DFS 38.9%，49.0%（p=0.750;p=0.553）。同步化疗≤4 和＞4 周期的 3 年 OS

分别为 66.5%，45.6%（p=0.218）。DFS 64.5%，31.2%（p=0.007）。同步化疗后血行转移失败

率 36.7%。 

结论  术后 IMRT 同步化疗时有理由降低放疗剂量和缩小靶区。建议开展术后 IMRT 同步化疗与

IMRT 随机对照研究以进一步证实同步化疗的临床价值。 

 
 
PS-094 

Tomotherapy 在胸部肿瘤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任伟 闫婧 刘宝瑞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放射治疗是胸部肿瘤综合治疗中重要的手段之一，但胸部肿瘤的放射治疗由于受呼吸、心跳运

动的影响，在常规放疗时代难以确保射线的精确投射，进而带来明显的毒副反应，限制了其发展。

TOMO 作为一种新型图像引导下的以 CT 扫描的方式用扇形射野进行螺旋照射的 IMRT 系统，是当

前各种先进放疗理念之集大成者，可通过螺旋照射、IGRT 及 ART 等新技术的应用，在提高放疗精

确性的同时，降低了正常组织的放射损伤，从而克服了放射治疗在胸部肿瘤治疗中的瓶颈，为胸部

肿瘤的放疗翻开了崭新的一页。TOMO 应用在胸部肿瘤治疗上已十年有余，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疗效和安全性，本文综述了近 5 年内 TOMO 在胸部肿瘤中的临床应用，尤其针对大家关注较多的

低剂量辐射区与放疗性肺炎的相关性问题加以阐述。 

TOMO 采用 360°旋转照射及同机 MVCT 影像引导设计理念，突破了 LA 的多种限制性，一机多

用，有潜力成为未来精确放疗的主流系统之一。TOMO 与可实施图像引导 IMRT 的 C 型臂 LA 相

比，优势如下：1）可完成某些 LA 较难实现的极端复杂的放疗计划；2）不受肿瘤大小、肿瘤位

置、靶区形状复杂程度的限制，射野范围达到 40cm×160cm，可实施多病灶、形状复杂病灶、临

近危及器官病灶、全中枢神经系统甚至全骨髓的 IMRT；3）每次治疗前均进行 MVCT 扫描，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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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从三维角度上校正摆位误差，确保治疗的高度精确性，使得无论常规分割亦或是大分割放疗均

可安全实施，另一方面还可计算当天实际照射剂量分布，并与计划剂量分布进行比较后，根据需要

进行计划修改，从而实现 ART；4）具有一机多功能性，既可实施图像引导下的 IMRT，亦可实施

颅外的 SRS/SRT 或 SBRT/SABR 及 ART 等。 

结合我们中心 TOMO 使用经验，建议在选择 TOMO 治疗胸部肿瘤时可参照以下几点：1）乳腺癌

的术后 SIB 大分割短程、双侧乳腺癌、需保护臂丛、转移灶分散等情况下，适合选 TOMO，优选

断层径照技术；2）对于病灶分布相对局限的肺癌同步放化疗、早期肺癌 SBRT 等情况，适合选

TOMO，需严格控制肺 V5 值；3）颈、腹段或复发性食管癌，适合选 TOMO，胸段食管癌选择

TOMO 时需根据肺 V5 值谨慎选择；4）MPM、气管癌及纵隔肿瘤，适合选 TOMO，需严格控制肺

V5 值；5）多发胸椎转移短程大分割及常规放疗后复发等情况，适合选 TOMO，需严格控制肺 V5

值；6）LA 实施困难的复杂性胸部肿瘤，可尝试 TOMO 等。 

 
 
PS-095 

IVB 期胸腺癌有淋巴结转移者预后优于血行转移 

 
杨瑜 王洪兵 范兴文 胥尹 吴开良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中心 230601 

 

目的  分析 IVB 期胸腺癌的淋巴结转移和血行转移预后的差异。 

方法  收集 1978 年 9 月到 2014 年 10 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经病理组织学证实的 68 例

IVB 期胸腺癌的临床资料，其中 43 例患者出现淋巴结转移，25 例患者出现血行转移。分析其临床

病理特征、治疗模式（如手术、放疗和化疗）和生存情况（总生存时间和无进展生存时间）。 

结果  中位年龄 52 岁(16–86 岁)。中位随访时间为 22（1-126）个月。68 例 IVB 期胸腺癌的中位生

存时间为 30 个月，5 年总生存率为 25.1%。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 11 个月，5 年无进展生存率为

17.9%。淋巴结转移者预后优于远处转移者(分别为 40 个月和 20 个月，p = 0.002)。多因素分析显

示转移状态是 IVB 期胸腺癌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在胸腺癌中淋巴结转移者预后优于血行转移者。胸腺癌临床分期中的 IVB 期患者中的转移状

态差异值得进一步探索。 
 
 

PS-096 

171 例胸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预后因素分析 

 
杨瑜 王洪兵 范兴文 胥尹 吴开良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中心 230601 

 

目的  胸腺癌为少见肿瘤，临床上缺乏大样本前瞻性研究。本研究旨在回顾性分析胸腺癌患者的临

床病理特征、远期疗效和预后因素。 

方法   收集 1970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1 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收治的经病理组织学证实的 171

例胸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胸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分期、治疗模式和生存情况。多因素

分析影响预后的因素。 

结果  171 例胸腺癌患者中位年龄 51 岁(9–86 岁) ，男 128 例，女 43 例。采用 Masaoka-Koga 分

期标准，I 期者 3 例（1.7%）、IIA 期 6 例（3.5%）、IIB 期 13 例（7.6%）、III 期 67 例

（39.2%）、IVA 期 14 例（8.2%）和 IVB 期 68 例（39.8%）。有症状者 117 例（68.4%），无症

状者 54 例（31.6%）。病理类型主要为鳞癌（144 例，84.2%)，其他病理类型包括神经内分泌癌

（14 例，8.2%），腺癌 (5 例， 2.9%)，淋巴上皮样癌 (4 例， 2.3%)，肉瘤 (2 例，1.2%)，粘膜表

皮样癌( 1 例，0.6%)和透明细胞癌 (1 例，0.6%)。外科完全切除 41 例（24%），不完全切除 81 例

（47.4%），仅活检 49 例（28.6%）。接受手术后放疗或者非手术放疗共 134 例（78.4%）。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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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化疗 104 例（60.8%）。中位随访时间为 30 个月（3-141 个月）。171 例胸腺癌患者中位生存

时间为 64 个月。5 年和 10 年的总生存率分别为 51.5%和 22.6%。I 期、 IIA/B 期、III 期和 IVA/B

期胸腺癌的 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100.0%、91.7%、60.0%和 34.9%。多因素分析显示手术切除、

Masaoka-Koga 分期和是否放疗是胸腺癌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本大宗胸腺癌回顾性分析显示 5 年和 10 年生存率分别为 51.5%和 22.6%，总生存结果与文

献报道基本一致。外科完整切除、Masaoka-Koga 分期及是否放射治疗是胸腺癌的独立预后因素。 

 
 
PS-097 

食管癌三维适行放射治疗的临床研究 

 
张剑 孙文权 

新疆昌吉州人民医院 831100 

 

目的 分析食管癌的三维适形治疗的疗效以及所造成的并发症。 

方法 针对 119 例的不宜手术或拒绝手术的食管癌患者采用三维适形的方式进行治疗并随访调查患

者的并发症与预后情况。 

结果 119 名患者中治疗中出现急性食管反应患者为 118 例，急性放射性肺炎 31 例；近期疗效完全

缓解（CR）、部分缓解（PR）及稳定病例分别达到 89 例、12 例和 7 例；1、2、3 年局部控制率

分别为 78.7%、67.6%和 47.2%；死亡 69 例。 

结论 三维适形治疗（3DCRT）明显的提高了病灶区域所受剂量并保护了周围正常组织，适用于食

管癌的治疗。  

 
  
PS-098 

Primary small cell carcinoma of the esophagus: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42 patients treated with 

radiotherapy 
 

Zhu Yujia,Yang Han,Qiu Bo,Li Qiwen,Zhang Wenwen,Liu Mengzhong,Hu Yonghong,Liu Hui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510060 

 

Purpose  Primary small cell carcinoma of the esophagus (SCCE) is characterized as rare 
malignancy with poor prognosis. We review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SCCE treated with radiation therapy and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factor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42 patients with SCCE treated with radiation therapy at Sun Yat-
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from 2001 to 2014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including 
29 patients with limited disease (LD) and 13 with extensive disease (E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SPSS 22.0 software.  
Results   The overall median survival time (MST) was 12.9 months. The overall response 
rate was 60.0%, and the 1-, 3- and 5-year OS rates were 64.9%, 31.3% and 13.9%, respectively. 
OS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in patients with ECOG performance score (ECOG PS)<2 (p=0.001), 
lesion length≤5 cm (p=0.001), and LD status (p=0.049). OS was similar in patients treated by 
different radiation technology (3DCRT vs. IMRT, p=0.088), or different radiation dose (<56 Gy vs. 
≥56 Gy, p=0.577). 
Conclusion  Although SCCE is a malignant disease with poor prognosis, radiotherapy i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locoregional response of this disease. ECOG PS, lesion length and 
stage we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System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radiotherapy tended 
to prolong survival time compared with radiotherapy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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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099 

IMRT 治疗条件下食管癌放射性肺损伤的剂量体积因素分析 

 
郑磊 赵胜光 许赬 金冶宁 蒋徐铭 陈佳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200025 

 

目的 分析调强放疗（IMRT）治疗食管癌后肺的剂量体积百分比，寻找食管癌放疗后发生急性放射

性肺炎（RP）的最佳剂量体积预测模型。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我院接受 IMRT 治疗，且影像和临床急性

RP 评估资料完善的食管癌患者 43 例，观察并记录双侧肺脏接受 5、10、20、30 和 40 Gy 照射时

的肺脏体积占全肺总体积的百分比（V5、V10、V20、V30、V40）和双侧肺脏 MLD，记录患者双

肺总体积（TLV）、PTV 体积和放疗处方剂量，对患者临床资料和治疗计划等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分析。 

结果  43 例患者中，男 28 例（65.1%），女 15 例（34.9%），中位年龄 60 岁（41-86）。其中颈

部，上胸段，中胸段和下胸段分别为 6 例（14%），11 例（25.6%），15 例（34.9%）和 11 例

（25.6%）。接受根治性放疗 22 例（51.2%），术后第一次复发患者 20 例（41.9%），3 例

（7.0%）为姑息行放疗，放疗总剂量 50-60Gy，分次剂量 1.8-2.0Gy。采用 CTC 标准对急性 RP

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级，43 例患者中发生 1 级 RP 者 13 例（30.2%），2 级 8 例（18.6%），3 级 3

例（7.0%），无 4 级以上放射性肺炎发生。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双肺 V5、V10、V20、V30、

MLD 与≥1 级急性 RP 发生相关（P<0.05），V40、TLV、PTV 体积、处方剂量与≥1 级急性 RP 发

生无相关性；双肺 V5、V10、V20、V30、V40、MLD 与≥2 级 RP（P<0.05）发生相关，TLV、

PTV 体积、处方剂量与≥2 级 RP 发生无相关性。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肺低剂量体积 V5 为 1 级、2

级放射性肺炎发生的独立相关危险因素（P<0.05），在发生和未发生 1 级 RP 患者中，V5 分别为

65.8（±18.1）%和 44.6（±22.1）%，P<0.01，在发生和和未发生 2 级 RP 的患者，V5 分别为 69

（±14.6）%和 52.7（±23.1）%,P<0.05。 

结论  肺脏低剂量区体积（V5）与 IMRT 技术治疗食管癌后放射性肺炎的发生密切相关，评估食管

癌病人调强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肺炎发生风险时，除传统 V20、MLD 等剂量学指标外，应重视对肺

低剂量区体积的评估。 

 
 
PS-100 

三维适形大分割放疗同期化疗治疗Ⅲ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疗效分析 

 
杨志勇 

邯郸市中心医院 056001 

 

目的  探讨三维适形大分割放疗同期联合化疗治疗Ⅲ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 的疗效及毒副反应。 

方法  搜集在我科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 月收治行大分割放射治疗同期行多西他赛联合顺铂化

疗的 86 例Ⅲ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资料，其中放疗方案：4～7 个适形野，6～8Gy/ f，隔日 1 次，总

剂量 48～60 Gy，8～10 次，21～24 d 完成，同期化疗方案：多西他赛 75mg/m2，静脉滴入，第

1 天，顺铂 30mg，静脉滴入，1～4 天，21 天为 1 周期，放疗后再行 3～5 个周期化疗。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86 例近期疗效中，28 例完全缓解(CR) 32.6%，42 例部分缓解(PR) 48.8%，7 例稳定(NC) 

8.1 %，9 例进展(PD) 10.5 %,肿瘤总有效(CR + PR) 率为 81.4 %(70/86)。1、2 年生存率分别为

75.6%、53.5%。放射性肺炎发生率 17.4%，均为Ⅰ～Ⅱ级，Ⅲ级 1.2%，放射性食道炎发生率为

19.8%，均为Ⅰ～Ⅱ级，白细胞下降发生率为 93%，其中Ⅲ～Ⅳ度为 42%,30%出现Ⅰ～Ⅱ度血小

板下降，43%出现红细胞或血红蛋白Ⅰ～Ⅱ度下降。 

结论 三维适形大分割放疗联合同期化疗治疗Ⅲ期非小细胞肺癌具有一定疗效，毒副反应可以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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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01 

食管癌患者放化疗前后血清 VEGF、MMP-9 变化的临床意义 

 
朱焕锋 解鹏 姜雪松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检测食管癌患者放化疗前、后及复查时的 VEGF、MMP-9 水平，探讨其变化及临床意义。 

方法  采取 80 例食管癌患者血清，应用 ELISA 法检测 VEGF、MMP-9 水平，同时对其变化和综合

治疗疗效的关系进行分析。 

结果  初治食管癌患者放化疗后 VEGF、MMP-9 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差异

（p<0.05）；术后食管癌患者放化疗后 VEGF、MMP-9 水平较治疗前无明显差异性变化

（p>0.05）；所有病情未进展食管癌患者（CR+PR+SD）VEGF、MMP-9 水平均与治疗前无明显

差异性变化（p>0.05），病情进展食管癌患者 VEGF、MMP-9 水平较病情稳定时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差异（p<0.05）；同时 VEGF、MMP-9 水平检测有协同性。 

结论  食管癌患者动态检测血清 VEGF、MMP-9 水平，可预测放化疗有效性及预测预后。 

 
 
PS-102 

Prospective randomized phase II study of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versus chemotherapy alone in  stage IV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Li Tao,Lv Jiahua,Li Fang,Diao Peng,Wang Junchao,Li Churong,Liang Long,Sun Lei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Sichuan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e， Sichuan Cancer Center，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China 610041 

 

Background  Stage IV ESCC carries a poor prognosis with a median survivals of 6 -9 
months. The standard treatment has traditionally been chemotherapy.Palliative radiotherapy was 
used for symptom relief. The optimal treatment for stage IV ESCC has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CCRT versus 
chemotherapy alone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V ESCC. 
Methods  Patients with stage IV ESCC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CCRT group and the 
chemotherapy group.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received at least 2 cycles of chemotherapy with 
cisplatin and docetaxel every 3 weeks. Patients in CCRT group received 50-60 Gy/ 25-
30 fractions/ 5-6 weeks of concurrent radiotherapy to the esophageal primary tumor. The primary 
end point was overall survival (OS). The secondary end points were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object response rate (ORR) of primary tumor and toxicity.  
Results  Between Aug. 2013 and Oct. 2015, 60 patients were enroll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CRT 
group (n=30) and the chemotherapy group(n=30). The 60 patients comprised 48 male and 12 
female patients, with a median age of 56 years (range 36 - 70 years). The baselin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2 groups were similar. Patients in the CCRT group received a mean 
54.7 Gy of radiotherapy and a mean 3.6 cycles of chemotherapy, whereas patients in the 
chemotherapy group received a mean 3.8 cycles. The ORR of the primary tumor was 
higher in the CCRT group than in the chemotherapy group (83.3% vs. 46.7%, p = 0.001). At a 
median follow-up of 18 months, median PFS (9.3 vs. 4.7 months, p =0.021) and median OS (18.3 
vs. 10.2 months, p = 0.001) were significantly longer in the CCRT than that in the chemotherapy 
group. Overall survival rates at 1, 2 years were 73.3%, 43.3% in the CCRT group and 46.6%, 
26.7% in chemotherapy group (p= 0.030) Although ≥ grade 3 neutropenia was significantly more 
frequent in the CCRT group than that in the chemotherapy group (33.3% vs. 20.0 %, p < 0.05), 
the rates of other toxicities did not di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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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s  CCRT was well tolerated and was associated with longer PFS and OS than 
chemotherapy alone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V ESCC. Controlled randomized,multi-center trials are 
required to determine whether CCRT is a primary treatment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stage 
IV ESCC. 
 
 
PS-103 

186 例食管癌调强适形放疗与放化疗联合治疗回顾性对比分析 

 
袁倩倩 张开贤 邢超 满其荣 胡苗苗 张旭升 白云玲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277500 

 

目的  观察 186 例食管癌调强放疗与放化疗联合的回顾性生存对比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2 月～2013 年 12 月收治的 186 例食管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 IMRT

技术，1.8～2.0Gy/次，5 次/周，处方剂量 40～66Gy，中位 60Gy。同期放化疗 106 例，采用 TP

方案 102 例，PF 方案 6 例。单纯放疗 80 例。对比两组生存及毒性反应。 

结果  截止至 2015 年 5 月 12 日，随访率为 97.8％，随访时间满 2 年者 132 例，满 3 年者 54 例。

全组 1、2、3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60.1％、36.3％、31.5％，中位生存期为 16 个月（95%CI 为

12.9～19.1 个月）。同步放化疗组 1、2、3 年生存期 68.2%、44.5%、37.3%，中位生存时间 21

个月；单纯放疗 1、2、3 年生存期 49.3%、26.1%、24.1%，中位生存时间 12 个月，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 =6.151，P=0.013）。亚组分期 N1 亚组同步放化疗与单纯放疗生存率及无进展生存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6.164/6.869，P=0.013/0.009），M1a 亚组同步放化疗与单纯放疗生存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5.635，P=0.018），无进展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2.211，

P=0.137）。≥60Gy 剂量组同步放化疗与单纯放疗生存率及无进展生存率均有明显统计学差异（χ2 

=4.919/4.969，P=0.027/0.026）。＜60Gy 组同步放化疗与单纯放疗生存率及无进展生存率均无明

显统计学差异（χ2 =1.906/1.336，P=0.167/0.248）。同期放化疗组不良反应高于单纯放疗组（主

要表现在白细胞及血红蛋白下降，P=0.030/0.036/0.095）。 

结论  非手术食管癌调强放疗同步放化疗组疗效好于单纯放疗，特别是 N1 和 M1a 组患者，不良反

应高于单纯放疗组，均可耐受。亚组分析放疗剂量≥60Gy 组未表现出明显生存优势，需进一步研

究。  

   
 
PS-104 

125I 粒子挽救治疗食管癌颈部淋巴结放疗后复发剂量学研究 

 
江萍 孙海涛 王俊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放疗科 100191 

 

目的  探讨食管癌颈部淋巴结放疗后复发经碘-125 粒子挽救治疗后局部控制疗效与剂量学关系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 46 例食管癌患者 61 个颈部淋巴结转移癌病变，行放射性 125I 粒子挽救治

疗，评价粒子植入剂量学参数与局部控制率、总生存期和副反应之间的关系。所有患者既往均接受

过常规放射治疗，总剂量 34-100Gy ( 中位 60Gy )，放疗后距离粒子植入时复发时间 2 -36ms  (中

位 12 个月)。粒子植入方法包括超声引导或者 CT 引导两种方式。术前行 CT 强化扫描，勾画靶区

和危险器官，术前计划系统设计针道方向、深度，计算粒子数目，定义处方剂量。粒子针间距

1cm，距离危险器官 1cm，后退式植入粒子，粒子间距 1cm。本组肿瘤大小 2.6-87.5cc (中位， 

24.4cc)，植入碘-125 粒子活度 0.44-0.80mCi (中位 0.67mCi)，植入粒子数目 7-86 颗 ，中位 41

颗，粒子植入后处方剂量评估为 56-204Gy (中位， 159Gy)，局部疗效评价标准(1 和月后开

始)RECIST ，每 3 个月一次，观察指标：剂量学参数（D90、D100、V100、HI、EI、CI），局部

控制率，毒副反应，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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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根据检验结果拟合变量 D90 ROC 曲线，结点剂量为 121.64Gy，疼痛缓解率 

72.7%  (16/22)，1 年局部控制率 53.8%，2y 年局部控制率 31.4%，中位局部控制时间 7 个月，1

年和 2 年生存期分别为 51.4%和 29.4%。副反应皮肤溃疡 1 例，余均为 1、2 度反应。单因素分期

D90≤120Gy,局部控制率为 32.1%，D90≥120Gy，局部控制率为 43.6%，统计学处理差异显著。

D90> 120Gy 可提高局部控制率，肿瘤最大径小于 3cm 和肿瘤复发时间间隔长于 12 个月的有可能

局部控制更好。 

结论  放射性 125I 粒子挽救治疗食管癌颈部淋巴结转移癌剂量学参数与局部控制率和总生存期之间

存在剂量关系。 

 
 
PS-105 

采用术后病理结果来探讨胸段食管鳞癌同期放化疗放疗靶区的合

理性研究 

 
刘俊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200030 

 

目的  同期放化疗已经成为局部晚期胸段食管鳞癌的标准治疗。然而，关于是否要进行淋巴结预防

性照射的争议很大。本研究拟通过术后病理结果来验证是否需要进行淋巴结预防性照射。 

材料与方法  我们对本院 2014 年收治的术后病理分期提示为 pT1b-3N0-3M0 胸段食管鳞癌患者的

临床及病理学信息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对于每一例患者，我们均采集了患者的术前 CT 信息，分别

设计了 2 种不同的临床照射靶区（CTV），即 CTV-ENI 和 CTV-IFI。根据不同的食管原发病灶位

置设计不同的 CTV-ENI 的范围，对于上胸段患者，第 1，2，4，5，7 组淋巴结包括在放疗靶区

内；对于中胸段患者，第 2，4，5，7 组淋巴结包括在放疗靶区内；对于下胸段患者，第 4，5，

7，16，17 组淋巴结包括在放疗靶区内；CTV-IFI 则不进行任何预防性淋巴结照射；两种靶区对于

食管病灶的照射范围是一致的，对于食管病灶上下（即头脚方向）3cm 的范围设为 CTV。同时，

我们采集了所有患者的病理结果。最后我们通过术后病理结果所显示的实际淋巴结转移范围来探讨

两种不同的放疗靶区的合理性。 

结果 共有 195 例患者符合入组标准。对于两种 CTV, 95.4% (186 /195) CTV-ENI 能够包括所有淋

巴结阳性区域; 63.6%(124/195) CTV-IFI 能够包括淋巴结阳性区域(p=0.000)。亚组分析显示，无论

是 T 分期、肿瘤位置还是不同分化程度组，均显示 CTV-ENI 与术后病理一致性更佳。对于 CTV-

IFI 组的分析显示 72.5%(58/80) 的 T1b/T2 能包括所有淋巴结阳性区域,而 T3/T4a 的这一数值仅为 

56.5%(60 /115) (p=0.023) 。 

结论  对于局部晚期胸段食管鳞癌，CTV-ENI 与术后病理所提示的范围更为一致，但有将近 2/3 患

者仅采用 CTV-IFI 亦已足够，且 CTV-ENI 照射范围较大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放疗毒副反应。究竟何

种放疗靶区更为合理需要进一步前瞻性研究以确定。 

 
 
PS-106 

放射治疗对食管鳞癌 EGFR、VEGF、C-erbB-2 表达的 影响 

 
李建成

1,2
 罗水英

2
 

1.福建省肿瘤医院胸部放疗科 

2.福建医科大学省立临床学院 

 

目的  研究食管鳞癌 EGFR、VEGF、C-erbB-2 的表达是否会和肺癌的基因突变一样受肿瘤放射治

疗的影响，从而为食管鳞癌的靶向治疗临床提供可靠的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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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福建省肿瘤医院 2004 年 6 月-2015 年 6 月食管鳞癌首诊新辅助放化疗后手术的

28 例患者，比较患者治疗前食管病理组织活检标本及手术后食管病理组织标本的 EGFR、VEGF、

C-erbB-2 表达的差异。 

结果  28 例食管鳞癌患者治疗前 EGFR 阳性表达为 71.4%（20/28）、强阳性表达的为 67.9%

（19/28）；VEGF 阳性表达的为 50%（14/28）、强阳性表达的为 7.1%（2/28）；C-erbB-2 阳性

表达的为 57.2%（16/28），强阳性表达的为 35.7%（10/28）。28 例食管鳞癌患者经治疗后食管

手术标本中存在残留食管鳞癌肿瘤细胞的有 8 例，20 例在显微镜下未观察到残留肿瘤细胞。通过

对比食管鳞癌患者治疗前后病理组织标本 EGFR 免疫组化表达程度,根据免疫组化染色结果阴性、

弱阳性、强阳性，统计得出经治疗后 EGFR 表达增强的为 25%（2/8），阴性表达稳定的为 12.5%

（1/8），阳性表达稳定的为 37.5%（3/8），表达减弱的为 25%（2/8）,50%产生变化；VEGF 治

疗后表达增强的为 12.5%（1/8），阴性表达稳定的为 37.5%（3/8），阳性表达稳定的为 12.5%

（1/8），表达减弱的为 37.5%（3/8），50%产生变化；C-erbB-2 表达增强的为 12.5%（1/8），

阴性表达稳定的为 25%（2/8），阳性表达稳定的为 37.5%（3/8），表达减弱的为 25%（2/8），

37.5%产生变化。根据免疫组化染色结果阴性、阳性，统计得出治疗后 EGFR 阳性率变化-12.5%

（（4-5）/8）,EGFR 阴性率变化-25%（（1-3）/8）；VEGF 阳性率变化-37.5%（（1-4）

/8）,VEGF 阴性率变化-12.5%（（3-4）/8）；C-erbB-2 阳性率变化-12.5%（（6-7）/8）,C-erbB-

2 阴性率变化 0((1-1)/8)。 

结论  EGFR、VEGF 及 C-erbB-2 在食管鳞癌治疗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过表达现象。治疗会导致它

们表达的变化，故治疗后要了解 EGFR、VEGF 及 C-erbB-2 的表达要重新检测。 

 
 
PS-107 

pT2-3N0M0 期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失败模式与辅助治疗的 

价值分析 

 
李腾

1
 祝淑钗

2
 沈文斌

2
 李娟

2
 刘志坤

2
 李幼梅

2
 

1.沧州市人民医院 

2.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目的  分析 pT2-3N0M0期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性切除术后失败模式，评价术后放疗、化疗及放化疗临

床疗效，为选择合适的术后辅助治疗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2007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首诊接受根治性切除术的胸段食

管鳞癌患者 702 例，术后病理分期为 pT2-3N0M0，其中男 482 例，女 220 例，中位年龄 60 岁（范

围 38~80 岁）；胸上段癌 91 例，胸中段癌 495 例，胸下段癌 116 例；pT2N0M0期 216 例，

pT3N0M0期 486 例；单纯手术 343 例，术后化疗 279 例，术后放疗 40 例，术后放化疗 40 例。应

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χ2 检验进行率的比较，预后生存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并应用 Logrank 法检验，应用 Cox 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全组总失败率为 48.4%（340/702），其中单纯手术组为 54.8%（188/343），术后放疗组为

42.5%（17/40），术后化疗组为 42.7%（119/279），术后放化疗组为 40.0%（16/40）

（χ2=11.021，P=0.012）。术后放疗、化疗和放化疗组局控率较单纯手术组均有提高（P 值分别

为 0.032、0.017、0.001）；术后化疗和放化疗组较单纯手术组可提高无进展生存率（P 值分别为

0.001、0.024），且可提高患者总生存率（P 值分别为＜0.001、0.025）。多因素分析显示性别、

病变部位、术中粘连程度、T 分期、分化程度、术后辅助治疗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 

结论  pT2-3N0M0期胸段食管鳞癌单纯术后失败率高，术后放疗、化疗、放化疗均可提 5 年局控率，

术后化疗及放化疗可提高 5 年无进展生存率和总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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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08 

食管癌纵膈不同部位淋巴结 CT 诊断与病理对照研究 

 
李建成

1,2
 陈珊珊

2
 

1.福建省肿瘤医院胸部放疗科 

2.福建医科大学省立临床学院 

 

目的  通过对胸段食管癌患者薄层螺旋增强 CT 图像所见与病理结果相对照, 探讨食管癌患者不同部

位淋巴结转移的诊断标准。 

材料与方法  选取 305 例术前一周内于我院行薄层螺旋 CT 增强扫描的胸段食管癌患者，观察并记

录淋巴结的位置、短径大小、数目，并与病理结果进行对比。数值变量通过 ROC 曲线分析。 

结果   本组 CT 图像所见且经病理证实的淋巴结总数 1043 枚。1.诊断胸腔内转移淋巴结的最佳短径

标准  应用 ROC 曲线分析，当淋巴结短径取≥8.0mm 为诊断转移标准时，是判断转移的最佳临界

值，曲线下面积为 0.766，其诊断的敏感性为 54.5%，特异性为 87.9%，准确率为 82.0%，约登指

数为 0.424。相应的标准误为 0.023，P=0.000,95%置信区间为（0.721,0.811）。2. 胸腔内转移淋

巴结的诊断标准为 10mm 当淋巴结短径取≥10.0mm 为诊断转移标准时，其诊断的敏感性为

19.6%，特异性为 95.8%，准确率为 82.4%，约登指数为 0.154。3.诊断锁骨上组转移淋巴结的最

佳短径标准应用 ROC 曲线分析，当淋巴结短径取≥4.7mm 为诊断转移标准时，是判断转移的最佳

临界值，曲线下面积为 0.785，其诊断的敏感性为 76.9%，特异性为 72.5%，准确率为 73.6%，约

登指数为 0.494。相应的标准误为 0.072，P=0.002,95%置信区间为（0.643，0.926）。4.诊断气

管食管旁沟组转移淋巴结的最佳短径标准应用 ROC 曲线分析，当淋巴结短径取≥5.8mm 为诊断转

移标准时，是判断转移的最佳临界值，曲线下面积为 0.755，其诊断的敏感性为 61.7%，特异性为

78.8%，准确率为 74.3%，约登指数为 0.405。相应的标准误为 0.041，P=0.000,95%置信区间为

（0.674,0.836）。 

结论  1. 本研究认为食管癌胸腔内淋巴结转移使用短径≥8.0mm 作为诊断标准较使用短径≥10.0 mm 

作为诊断标准敏感性更高，而特异性和准确性变化不大,短径≥0.8 cm 作为标准时判断淋巴结转移的

诊断意义更大。2.  食管癌锁骨上组淋巴结转移的最佳短径诊断标准为 4.7mm。3.  食管癌气管食管

旁沟组淋巴结转移的最佳短径诊断标准为 5.8mm。 

 
 
PS-109 

食管癌术后放疗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和规律探讨 

 
林艺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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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建医科大学省立临床医学院 

2.福建省漳州市医院 

3.福建省肿瘤医院胸部放疗科 

 

目的  探讨食管癌术后放疗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并分析这类复发的区域及时间规律.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0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福建省肿瘤医院放疗科收治的食管癌术后患者，

并采用小 T 型野行术后放化疗（1、2？）后，随访出现复发的 198 例，研究各观察指标与复发的

关系。并将复发部位分为照射野内及照射野外，进一步分析复发部位与时间的关系。统计学处理采

用 SPSS18 软件包进行分析。 

结果  198 例出现复发转移的患者中，其中 166 例（84%）患者为 2 年内复发，32 例（16%）患者

为 2 年后复发，2 年内复发的患者中，野内复发 43 例（26%），野外复发 85 例（51%），野内外

均复发 38 例（23%），尤其是半年内复发的 88 例患者中，仅有野内复发 18 例（20%）,野内复发

率明显低于野外复发。2 年后复发的患者中，野内复发 13 例（41%），野外复发 12 例（37%），

野内外均复发 7 例（22%）。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术后病理淋巴结转移个数与术后放疗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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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影响复发的主要危险因素，淋巴结转移个数越多，危险性越强；放疗时间开始于术后 30 天至 60

天者复发的风险较低，小于 30 天或大于 60 天者复发风险增高。 

结论  食管癌术后放疗后，有 84%复发在 2 年内，所以治疗后的 2 年内应该密切随访，术后放疗明

显控制了放疗后半年内的野内复发率，随着时间的延长，野内复发率逐步上升。术后病理淋巴结转

移、放疗开始时间是食管术后放疗后预测复发的主要危险因素。 

 
 
PS-110 

局部晚期食管癌根治术后辅助放疗与复发挽救性放疗的 

比较及预后分析 

 
徐欣 谢华英 周荻 黄仁华 白永瑞 叶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放疗科 200127 上海 200127 

 

目的  比较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根治术后辅助放疗组和复发挽救性放疗组的 DFS 和 OS，探讨影响预

后的相关因素。 

方法  搜集 2005-2011 年间在我院接受根治术后放射治疗的 155 例局部晚期食管癌患者资料，其中

接受术后辅助放疗者 79 例，接受复发挽救性放疗者 76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根治性切除及淋巴结清

扫术，术后病理确诊均为鳞癌。姑息手术及术后残留的患者予以排除。复发组包括食管局部复发及

淋巴结区域复发。食管局部复发需由胃镜病理证实，淋巴结区域复发由 CT 或 PEC/CT 影像或淋巴

结穿刺活检病理证实。复发组患者术后均未接受辅助放疗。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 DFS、OS

并 Logrank 法检验和单因素预后分析，Cox 模型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 辅助放疗组和挽救性放疗组的中位 DFS 分别为 25.73 月和 10.73 月（P <0.001），中位 OS

分别为 33.33 月和 26.22 月（P = 0.006）。两组患者的 1 年生存率无明显差异，分别为 79.7%和

84.2%（P=0.30），而 2 年和 5 年生存率差异显著，分别为 69.6%和 55.3%（P 

=0.04），以及 41.8%和 17.9%（P <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PS 评分和病理分期是辅助放疗

组 DFS 的独立预后因素，而淋巴结转移、病变位置及术后辅助化疗情况是复发放疗组 DFS 的独立

预后因素。年龄和 PS 评分是影响两组患者 OS 的独立预后因素。分层分析显示，在男性、年龄≦

65 岁、PS<2 分、病理分期为 II 期、T2 和有辅助化疗的患者中，辅助放疗组较复发放疗组的 OS

有明显的改善（P <0.05），而在其余分层比较中，两组患者的 OS 无统计学差异。两组患者 DFS

的分层比较显示，除年龄>65 岁和 PS≥2 分的患者中，两组的 DFS 无统计学差异（P >0.05），其

余分层比较中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局部晚期食管癌根治术后辅助放疗优于复发后挽救性放疗，可明显提高患者的 DFS 和 OS，

而对于 OS 的改善主要表现为对长期生存率的提高。但对于 KPS<90 分、年龄>65 岁的患者，术后

辅助放疗不能改善 DFS 和 OS，提示我们对于高龄、术后一般情况较差的患者，术后放疗需谨慎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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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11 

Postoperative Chemoradiotherapy with S-1 Versus 

Capecitabine for Locally Advanced Esophagogastric and 

Gastric Adenocarcinoma 
 

Wang Xin,Ren Hua,Jin Jing ,Tang Yuan ,Li Ning ,Tao Zhang,Liu Wen-Yang,Chen Xue-Song,Wang Wei-Hu ,Son 
Yong-Wen ,Liu Yue-Ping ,Wang Shu-Lian ,Li Ye-Xiong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National Cancer Center/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00021 
 

Purpose/Objective(s)  This study aimed to compare the safety of two oral fluoropyrimidines, S-1 
or capecitabine, when combined with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as an 
adjuvant treatment for locally advanced esophagogastric and gastric cancer adenocarcinoma. 
Materials/Methods  Patient populations were combined from 2 prospectively conducted, phase 
II trial of S-1 or capecitabine based postoperative IMRT for locally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We 
consecutively enrolled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stage as T3-4N0M0, or any T, N+M0 
(AJCC 7th), esophagogastric or gastric adenocarcinoma after complete resection with negative 
margins (R0). Patients received capecitabine (1600mg/m2/d during treatment days) or S-1 (80 
mg/m2/d every weekday) concurrently with IMRT (45Gy, 1.8 Gy/fraction, 5 days/week). An 
experienced physicist designed the IMRT plans using a five-to-seven-field, coplanar, sliding 
window technique on the Pinnacle system, version 8.0-9.0. These two trials were registered with 
ClinicalTrials.gov, number NCT01674959 and NCT02296658. 
Results  From January 2009 to October 2015, 92 patients were consecutively recruited into the 
capecitabine group (N=40, 9 with pathological stage II, 31 with stage III, AJCC 7th) and S-1 group 
(N=52, 3 with stage II, 49 with stage III). The median number of positive lymph nodes and 
total retrieved lymph nodes were 11.5 and 34 in the S-1 group, which were much more than those 
in the capecitabine group (6.5 and 23.5). Patients in the capecitabine group had more grade 1 to 
2 hand–foot syndrome than did those in the S-1 group (35.0 vs 7.7%, P=0.003), whereas grade 
1-3 neutropenia and grade 1-2 anemia was more frequent with S-1 than with the capecitabine 
group (51.0% vs 20.0%, P=0.066; 30.7% vs 7.5%, P=0.022). The most common toxicities in the 
capecitabine and S-1 group were similar: leukopenia (78.5% vs 82.7%, p=0.906), nausea (68.6% 
vs 73.1%, p=0.385), anorexia (64.3% vs 67.3%, p=0.786), and fatigue (61.9% vs 57.7%, 
p=0.571). Only one patient developed grade 4 nausea and vomiting in the S-1 group. There were 
two (5.0%) and one (1.9%) patient occurred grade 1 liver dysfunction in the capecitabine and S-1 
group, respectively. No kidney dysfunction or deaths were observed within the 90 days after 
chemoradiotherapy in both groups. The compliances with IMRT and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were 87.5% and 70.0% in the capecitabine group and 90.4 and 75% in the S-1 group, 
respectively. With a median follow-up of 55 months (range 8.4-78.3) and 24 months (range 10-45) 
in the capecitabine and S-1 group, the actually 2-year overall survival (OS),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and distant-metastasis free survival (DMFS)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t between two 
groups (capecitabine: 82.5%, 74.8% and 79.1%; S-1: 77.5%, 72.5% and 73.2%). However, 
patients in the S-1 group trend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better locoregional-free survival (LRFS) 
(94% vs 81.8%, p=0.092).  
Conclusion   Both capecitabine and S-1 therapies were safe and tolerable in combination with 
IMRT as an adjuvant treatment for esophagogastric and gastric cancer. The reason why patients 
in the S-1 group trended to have better LRFS than those in the capecitabine group may be 
because of more total numbers of retrieved lymph nodes de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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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12 

A Phase I/II Study of Concurrent S-1 and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as Adjuvant Treatment for Locally 

Advanced Esophagogastric  and Gastric Adenocarcinoma 
 

Wang Xin,Tang Yuan ,Jin Ji ng,Ren Hua ,Fang Hui ,Li Ning ,Liu Wen-Yang,Wang Wei-Hu ,Zhang Tao ,Chen Xue-
Song ,Song Yong-Wen ,Liu Yue-Ping,Wang Shu-Lian ,Li Ye-Xiong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National Cancer Center/Cancer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00021 
 

Purpose/Objective(s)  This phase I/II trial aimed to determine the maximum tolerated dose 
(MTD) and toxicity profile of S-1 with concomitant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 as an 
adjuvant treatment for locally advanced gastroesophageal and gastric cancer. 
Materials/Methods  We consecutively enrolled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proved locally 
advanced gastroesophageal or gastric adenocarcinoma (T3-4N0M0 or anyTN+M0) after 
complete resection with negative margins (R0). IMRT was delivered of 45 Gy (1.8 Gy/fraction, 5 
days/week). S-1 was administered every weekday at a dosage (mg/m2/d) of 30 (level I, n = 6), 40 
(level II, n = 3), 50 (level III, n = 6), 60 (level IV, n = 3), 70 (level V, n = 3), 80 (level VI, n = 6). A 
phase II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the recommended dose (RD). An experienced physicist 
designed the IMRT plans on the Pinnacle system, version 8.0-9.0. This trial was registered with 
ClinicalTrials.gov, number NCT 02296658. 
Results  From May 2010 to August 2015, 73 patients were consecutively recruited (7 with stage 
II, 66 with stage III, AJCC 7th). In the phase I study, dose-limiting toxicities were Grade 3 nausea, 
anorexia and thrombocytopenia. The MTD and RD of S-1 was 80mg/m2/d administered every 
weekday. In the phase II study, 52 patients including 6 patients in level VI were evaluable for 
analysis. Forty nine patients (94.2%) completed radiotherapy and forty four (84.6%) completed 
concomitant chemotherapy. Grade 3-4 toxicities were: leukopenia (6 patients, 11.5%), 
nausea/anorexia (5 patients, 9.6%), vomiting (3 patients, 5.7%), esophagitis (2 patients, 3.8%) 
and neutropenia (2 patients, 3.8%). No patients occurred kidney dysfunction or died within the 30 
days after chemoradiotherapy. With a median follow-up of 28 months (range 8-59), the actually 2-
year overall survival (OS),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locoregional-free survival (LRFS) and 
distant-metastasis free survival (DMFS) in this study were 81.6%, 71.5%, 93.0% and 64.7%, 
respectively. The estimated 3-year OS, DFS, LRFS and DMFS were 72.2%, 59.6%, 93.0% and 
47.8%, respectively. Among all patients, 15 patients died of disease recurrence. 21 patients 
developed 20 items of distant metastasis and 4 items of locoregional relapse. Nine patients 
developed the most common failure site of pelvic peritoneal implantation. 
Conclusion  S-1 with concurrent IMRT was feasible and tolerable for locally advanced 
gastroesophageal and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as an adjuvant setting. The MTD and RD of S-1 
was 80mg/m2/d administered every weekday. Distant metastasis was the most common failur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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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Objective(s)  MAGIC trial has shown the benefit of perioperative chem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resectable or unresectable gastric cancer, but whether the addition of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NACRT) to surgery can improve outcomes better than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NACT) followed by surgery is not clear. This phase II study was 
designed to evaluate whether NACRT was superior to NACT with both followed by surgery and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gastroesophageal and gastric adenocarcinoma. 
Materials/Methods  Patients with resectable or unresectable gastric cancer (cT3-4NxM0 or 
cTxN1-3M0) were randomized to either NACT arm or NACRT arm in a 1:1 ratio with strati?cation 
by clinical T stage (cT1-3 vs cT4). NACT arm consisted of three cycles of SOX (S-1: 40~60mg, 
orally twice daily on days 1 to 14, oxaliplatin 130mg/m2 intravenously on day 1, 21 days per cycle 
followed by radical surgery and another postoperative three cycles of SOX. NACRT arm received 
intensity-modulated radiotherapy with a simultaneous integrated boost (SIB-IMRT) to primary 
tumor (45.1Gy and 40.04Gy in 22 fractions) concurrently with S-1 (40mg/m2, orally twice daily, 5 
days/week) followed by surgery and four to six cycles of SOX at the same dosage with NACT arm. 
Surgery was scheduled to begin within 4-10 weeks of NACRT or NACT. The primary endpoint 
was surgical resection rate, second points were pathological response rat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3-year local control rate, disease free survival and overall survival. According to 
the plan design, 30 patients have to be enrolled for each arm. As for preliminary results,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these two preoperative treatment on the pathologic parameters. 
(ClinicalTrials. gov identifier, NCT02301481) 
Results  From November 2013 to August 2015, 43 patie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is trial: 
22 in NACRT arm (3 with stage II, 19 with stage III, AJCC 7th) and 21 in NACT arm (4 with stage 
II, 17 with stage III). Three patients did not undergo surgery because of tumor progression in 
each arm, respectively. R0 resection rate was 88.4% in NACRT arm (19/22). Of 21 patients in 
NACT arm, 15 had R0 resection (71.4%, 15/21), with 1 receiving R1 and 1 with R2 resection. The 
other one patient who was not a surgical candidate received additional chemoradiotherapy 
following NACT and finally received R0 resection. Pathologic response and complete pathologic 
response were achieved in 100% (19/19) and 21% (4/19) of patients in NACRT arm, while 66.7% 
(12/18) and 11.1% (2/18) in NACT arm, respectively. More preoperative grade 1 to 3 
thrombocytopenia occurred in NACT arm (38% vs 4.5%) and NACRT arm developed more 
dysphagia (45% vs 0%). There were no toxic death or postoperative death in both arms.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similar in the two treatment groups (NACRT vs NACT, 4.5% vs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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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e design of preoperative concurrent SIB-IMRT with oral S-1 showed promising 
pathologic results with an acceptable toxicity profile, which encouraged future randomized phase 
III trials comparing NACRT with NACT for resectable or unresectable gastric cancer. 
 
 
PS-114 

Survival Benefit of Neoadjuvant Radiation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Carcinoma of 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 and 

Distal Esophagus? 
 

Zhu Hongcheng,Liu Shu,Ge Xiaoling,Sun Xinchen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Background & Aims  The incidence of carcinoma of 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 (GEJ) and distal 
esophagus (DE) is growing globally and the standard treatment remained controversial. GEJ 
cancer is different from esophageal cancer (EC) and gastric cancer (GC) not only anatomically 
but also biologically. We aim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neo)adjuvant radiotherapy (RT) in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procedure of this disease. 
Method  Carcinoma of GEJ and DE data for 1973.1-2012.12 were obtained from the US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s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SEER) Program.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race, gender, age, grade, 
histology, surgery, radiotherapy and other potential prognostic factors on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cancer-specific survival (CSS). 
Results  526 patients with carcinoma of GEJ and DE in the SEER database were identificated in 
this study. 135 of them received neither surgery or RT , 139 underwent surgery and 164 
underwent RT alone, 41 had neoadjuvant RT with surgery and 37 had adjuvant RT with surgery. 
Gender, histological type, and treatment modalities a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p<0.05). 
Patients with carcinoma of GEJ and DE benefit from both surgery (p<0.001) and RT (p<0.001). 
And surgery alone is superior to RT alone (p<0.001) in both OS and CSS. In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of carcinoma of GEJ and DE, preoperative RT is not superior to surgery alone, 
regardless of histological subtype. In patients with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CC), postoperative 
RT adds no benefit (p=0.231) and preoperative RT is better than postoperative RT in improving 
overall survival (p=0.026).  
Conclusions  Surgery is the primary concern for carcinoma of GEJ and DE and neoadjuvant RT 
is considerable in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especially in SCC.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when thinking about conducting postoperative RT in 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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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binant human endostatin combined with definitive 

chemoradi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esophageal carcinoma 
 

Di Xiaoke,Ge Xiaoling,Zhu Hongcheng,Sun Xinchen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Background  The efficacy and toxicity of recombinant human endostatin combined with 
docetaxel, cisplatin, and radiation therapies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esophageal cancer 
were evaluated. 
Methods  Between August 2010 and December 2012, 32 patients with clinical stages II and III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esophagus were includ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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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recombinant human endostatin combined with definitive chemoradiotherapy. The 
Kaplan–Meier method was conducted to compute survival time an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time. 
Early and late toxicities were mainly scored based on the 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 3.0. 
Results  A total of 21 and 11 patients had locally advanced esophageal carcinoma stages II and 
III, respectively. All patients received 60 Gy radiation. However, two only received one-cycle 
chemotherapy because of hematological toxicities. Complete response, partial response, stable 
disease, and progressive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were observed in 17 (53.1%), 10 (31.3%), 3 
(9.4%) and 2 (6.3%) patients, respectively, at 1 month post-treatment. After a median follow-up of 
30 months, the median survival time was 22.0 months. One- and three-year overall survival (OS) 
rates were 68.8% and 43.8%,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time was 
16.0 months. One- and three-year PFS rates were 56.3% and 31.3%, respectively. Hematologic 
toxicity, gastrointestinal toxicity, and treatment-related esophagitis were 16.1%, 10.7%, and 
19.6% respectively. Late toxicities, including esophagostenosis, were observed in six (19.6%)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combined treatment modality can be a promising therapeutic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dditional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 studies are necessary to confirm this f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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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致食管瘘覆膜支架植入后的放射治疗 

 
申岳峰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450052 

 

目的  探讨食管癌致食管瘘覆膜支架植入后的放射治疗的可行性及中位生存期； 

方法  12 例中晚期食管癌致食管瘘患者运用覆膜食管支架术后，予营养支持抗炎后，给予姑息调强

放疗 1.8Gy 每次，共 20 到 28 次； 

结果  多数患者生活质量改善，中位生存期为 7.1 个月，高于文献综合报道的内科姑息治疗的 3 个

月中位生存期； 

结论  食管癌致食管瘘覆膜支架术后的放射治疗可提高患者中位生存期，改善生活治疗，是一种安

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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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potential of texture analysis 
based on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images for predicting the therapeutic response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to chemoradiotherapy. 
Methods  The dataset comprised pretreatment ADC images from 43 eligible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 diagnosis of ESCC. All the patients have received the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and the treatment efficiency was measured using the RECIST. The region of interest (ROI) was 
delineated and 3D reconstruction of the ADC maps were performed. Quantitativ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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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s were extracted using four methods, which included the intensity value histogram, 
intensity–size–zone matrix matrix (GLCM) and gray level gradient co-occurrence matrix (GLGCM).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se textural parameters between different therapeutic sensitivity groups 
were compared using Mann-Whitney U Test. Then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t parameters were 
statistically filtered to identify a subset of reproducible and nonredundant parameter. At last, the 
selected texture parameters were used to construct the predictive model by applying the k-
nearest neighbors (kNN: neighbors, 5; distance metric, Euclidean) an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N: number of hidden layers, 1) algorithms. McNemar‘s test was used to test the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predictive models in predicting the treatment 
response. 
Results  29 (PR+CR) out of 43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as responders, while 14 (SD + PD) were 
classified as non-responder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Mann-Whitney U Test, 15 texture 
parameters extracted from 2D images and 18 from 3D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upervised learning models based on parameters extracted from the 3D images (ANN: 
76.7%,k-NN:79.1%) showed better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than those extracted from the 2D 
images(ANN: 65.1% ,k-NN:67.4%).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wo classifiers. 
Conclusion  Both of the texture parameters extracted from 2D and 3D ADC images could act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of tumor response to chemoradiotherapy in ESCC patients. The predictive 
model constructed by 3D images texture parameters could serve as a new radiological analysis 
tool for treatment prediction 
 
 
PS-118 

替吉奥联合化疗方案与顺铂氟尿嘧啶治疗晚期食管癌随机对照临

床研究系统分析 

 
杨蕴一 张晓智 吕军 马瑾璐 贺海荣 蒙渡 刘锐 陈谦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目的  比较替吉奥联合化疗方案与顺铂氟尿嘧啶方案治疗晚期食管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为临床实

践寻找更优的治疗方案。 

方法  对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Clinicaltrials、维普、万方、中国知网等数据

库进行检索，按纳入标准筛选替吉奥联合化疗方案与顺铂氟尿嘧啶方案比较的随机对照试验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相关文献并进行数据收集。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 2016 年 8 月

10 日。由 2 名研究者按照纳入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和质量评价后，采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7 个 RCT，共 403 例患者纳入分析。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顺铂联合氟尿嘧啶相比，替吉

奥联合化疗方案较顺铂氟尿嘧啶方案近期疗效［RR=2.44，95%CI（1.54，3.85），P=0.0001］及

1 年生存率［RR=2.08，95%CI（1.18，3.65），P=0.01]均有明显统计学差异，亚组分析显示替吉

奥联合顺铂组较顺铂联合氟尿嘧啶组近期疗效有明显统计学差异［RR=2.94，95%CI（1.19，

7.26），P=0.02］；替吉奥联合奈达铂组较顺铂联合氟尿嘧啶组近期疗效有明显统计学差异

［RR=2.48，95%CI（1.36，4.50），P=0.003］；两组的 3/4 度消化道反应、白细胞减少、血小

板减少和口腔黏膜炎［RR=0.34，95%CI（0.11，1.03），P=0.06］、［RR=1.01，95%CI

（0.39，2.66），P=0.98］、［RR=2.08，95%CI（0.62，7，01），P=0.24］、[RR＝0.38，

95％CI（0.12，1.27），P=0.12]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替吉奥联合化疗方案对晚期食管癌的治疗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无论是与顺铂联合或奈达铂以

及紫杉醇联合均能提高近期疗效，而副反应并未提高。替吉奥联合化疗方案可作为晚期食管癌的替

代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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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chemoradiotherapy and 

Endostar for inoperable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su zhen,li qun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ncology in 

South Chin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ancer Medicine， Guangzhou 510060， China 510060 

 

Background  cisplatin-based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advance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i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toxicities 
that are often intolerable. Prognosis for this subgroup of patients remains poor, and new 
therapeutic approaches are urgently needed.  
Metheods  We investigated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DP regimens (induction +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Endostar and concurrent radi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29 
inoperable ESCC. The DP regimen was composed of 160mg/m2 Paclitaxel Liposome D1 and 
100mg/m2 Nedaplatin D1, every 3 weeks for three cycles. Endostar (75 mg civ for 120h) was 
administered weekly for 4-6 weeks beginning at the 
start of radiotherapy. Patients received intensity modulated conformal radiotherapy (66 Gy in 33 
fractions).  
Results  The median follow-up time was 11.5 months. Among the 29 patients treated, all patients 
completed radiotherapy without withdraw or interrupt. The 1-year and 2-year overall survival was 
95.9% and 89%, respectively. The 1-year and 2-year progress-free survival was 80.2% and 
61.2%, respectively. No 3-5 grade toxicities of esophagus and lung were observed. Treatment-
related grade 3-4 myelosuppression included thrombocytopenia (four patients) and hypoleukemia 
(four patients). 
Conclusion  DP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Endostar and concurrent radiotherapy 
shows promise as an effective, tolerated regimen for patients with inoperable ESCC. 
 
 
PS-120 

放疗同步盐酸厄洛替尼治疗不能耐受同步放化疗的食管 

鳞癌疗效分析 

 
翟医蕊 惠周光 王静波 王小震 梁军 邓垒 吕纪马 毕楠 冯勤付 周宗玫 张红星 肖泽芬 陈东福 王绿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同步放化疗是局部晚期食管鳞癌的首要治疗手段，但有一部分病人因高龄、营养不良或严重

合并症而不能耐受。对于这部分病人，单独放疗疗效欠佳，需要寻找一种替代治疗手段。在 2011

年的 ASTRO，我们率先报道了放疗联合盐酸厄洛替尼治疗食管鳞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这里我

们进一步报道长期随访的更新结果。 

方法  入组标准：1.病理诊断食管鳞癌; 2.原则上需要行同步放化疗者；暨初治病例，AJCC 第六版

分期为 T3-4/N+/M1a 者，或局部复发者；3.因高龄、营养不良或严重合并症，预计不能耐受同步放

化疗者；4.既往未行放疗者。放疗剂量 1.8-2Gy/次，总量 50-60Gy。所有病例均自放疗开始之日起

口服盐酸厄洛替尼 150mg/天，≥ 56 天。有本院存有组织标本者行 EGFR 免疫组化检测。毒副作用

评价参照 CTCAE3.0 标准。近期疗效评价采用 RECIST1.1 标准。全组的总生存（OS），无进展

生存（PFS），无局部进展生存（LRFS）时间均自放疗第 1 天开始计算，应用 Kaplan-Meier 法。 

结果  自 2007 年 12 月至 2014 年 5 月 ， 共 入组 28 例患者 。男性 17 例 （60.7%），女性 11 例 

（39.3%）。中位年龄 71 岁。22 例（78.6%）为初治病例 ，6 例（21.4%）为复发病例。病变位

置颈段 1 例（3.6%），胸上段 5 例（17.9%）,胸中段 12 例（42.9%）,胸下段 9 例（32.1%）,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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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 1 例（3.6%）。既往史中，12 例（42.9%）合并心血管疾病，3 例（10.7%）合并脑血管疾

病，3 例（10.7%）合并糖尿病。ECOG 评分 22 例（78.6%）为 2 分，6 例（21.4%）为 3 分。中

位随访 15.7 个月。全组中 3 度以上的食管炎和皮疹的发生比率为 21.4%和 7.2%。近期的完全缓解

率和部分缓解率分别为 7.1%和 60.7%。2 年的 OS, PFS 和 LRFS 分别为 37.8%, 36.2% 和 

63.8%。免疫组化 EGFR 表达++和+++者预后无明显差异。而既往不饮酒的患者中位生存期要优于

既往饮酒者（30.7 月 vs.8.1 月，P=0.012）。 

结论  对于需进行同步放化疗而不能耐受的食管鳞癌者，盐酸厄罗替尼同步放疗的耐受性及有效性

可，有潜力成为新的治疗手段。不饮酒者可能会从该治疗模式中获益更多。确切结论仍需要大样本

的研究证实，同时需要探索一些有效的分子预测指标来指导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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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放化疗联合尼妥珠单抗治疗局部晚期食管鳞癌的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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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局部晚期食管癌占初诊病例的 1/3，同步放化疗为其标准治疗手段,但 5 年生存率仅为 15-

25%，有待提高。我国食管癌以鳞癌为主，33-92%食管鳞癌的 EGFR 为阳性，尼妥珠单抗是

EGFR 的抑制剂，既往研究证明了其在食管癌中单独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故考虑在同步放化疗

基础上加用尼妥珠单抗以期提高疗效。本文报道同步放化疗联合尼妥珠单抗在局部晚期食管鳞癌应

用的初步结果。 

方法  入组标准：1.初治，病理诊断食管鳞癌; 2. AJCC 第 6 版分期为 T3-4/N+；3.ECOG 评分 0-2

分。4.既往未合并其他肿瘤或严重内科疾病。治疗采用同步放化疗加尼妥珠单抗治疗。放疗剂量

1.8-2Gy/次，总量 50-70Gy；化疗采用铂类或氟尿嘧啶类为基础的方案；尼妥珠单抗 200mg/周。

毒副作用评价参照 CTCAE3.0 标准。近期疗效评价采用 RECIST1.1 标准。全组的总生存

（OS），无进展生存（PFS）和无局部进展生存（LRFS）时间均自放疗第 1 天开始计算。 

结果  自 2011 年 5 月至 2015 年 3 月，共入组 26 例。其中男性 23 例（88.5%），女性 3 例

（11.5%）。中位年龄 55.5 岁。病变部位位于颈段 5 例（19.2%），胸上段 7 例（26.9%），胸中

段 11 例（53.8%），胸下段 1 例（3.8%），双原发 2 例（7.7%）。临床分期 II 期 5 例

（19.2%）,III 期 14 例（53.8%）,IV 期 7 例（26.9%）。放疗的中位剂量 60Gy（42-70Gy）。16

例（61.5%）行紫杉醇+顺铂/奈达铂化疗，5 例（19.2%）行顺铂/奈达铂+卡培他滨化疗，4 例

（15.3%）行单药铂类化疗，1 例(3.8%)行单药卡培他滨化疗。尼妥珠单抗使用的中位次数为 6

次。近期疗效评价 PR 和 SD，PD 的比率分别为 76.9%,15.4%和 7.7%。中位随访 30.5 月，中位

生存期 28.7 月，2 年，3 年 OS 分别为 53.4%和 38.2%；2 年，3 年的 LRFS 分别为 73.3%和

62.8%；2 年，3 年的 PFS 分别为：46.2%和 33.0%。3 度以上的食管炎, 3 度皮肤反应, ≥3 度消化

道反应，≥3 度的血液学毒性和 2 度放射性肺炎发生率分别为 61.5%，11.5%，7.7%，26.9%和

7.7%。 

结论  在局部晚期食管鳞癌中应用同步放化疗联合尼妥珠单抗治疗，毒副作用在可以耐受的范围

内，且获得了较好的疗效。但仍需要更大样本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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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tivity Value of Haematological markers i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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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Medicine and Lif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Jinan-Shan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P. R. China 

2.Department of radiotherapy Ⅵ，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P. R. China 

 

BACKGROUND Haematological markers of the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IR) including 
the 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 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 (PLR), and the combination 
of NLR with PLR(CNP) are associated with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However, their value in predicting the sensitivity to chemoradi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ESCC is unclear.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ose markers 
can be used as sensitivity predictors to chemoradi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ESCC.  
METHODS  A total of 114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ESCC were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d 
who were treated with curative intent with primary radiotherapy only or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Based on the optimum cut-off values of NLR, PLR and CNP, 
patients were then divided for further analysis. A univariat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compare 
the ability of each of the haematological markers of SIR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Multivariat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whether the marker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sensitivity to chemoradiotherap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haematological markers was assessed. 
 RESULTS  NLR, CNP, T stage,M stage and clinical stage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sensitivity to chemoradiotherapy.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CNP and clinical stage were 
independent factors predicting a poorer sensitivity. 
CONCLUSIONS  This study validate a novel, easy to use haematological markers that the CNP, 
an SIR score, is an independent haematological marker of poor sensitivity to chemoradi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ESCC. This may help guide the planning of follow-up regimens.  
 
 
PS-123 

放疗前后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水平变化对非手术食管鳞癌

患者的放疗疗效和预后分析 

 
王利利 秦颂兵 徐晓婷 吴琼 周菊英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探讨放疗前后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水平变化对非手术食管鳞癌患者的放疗疗效和预后价

值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2009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期间收治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疗科 109 例

非手术食管鳞癌患者，所有患者均经病理诊断为食管鳞癌，采取采用 6MV 或者 15MV X 射线进行

三维适形放射治疗,食管癌原发灶剂量 60～68Gy,区域淋巴结剂量 50～60Gy。收集患者放疗前和放

疗后中性粒细胞计数和淋巴细胞计数，计算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率(LNR)，以 LNR=3 为临界点

将患者分为高 LNR 组和低 LNR 组，分析放疗前后 LNR 及变化值对局部控制率、生存率的影响。 

结果  病变长度、淋巴结转移与否、细胞分化程度和放疗前 LNR、放疗前后 LNR 变化值为食管癌

放疗后局控时间和生存时间的相关影响因素。放疗前 LNR 和放疗前后 LNR 变化值明显影响食管癌

的局控率和生存率，高 LNR 组患者 3 年生存率明显较低 LNR 组差(11.4％vs 19.7％,P＜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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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食管癌放疗前 NLR 升高是患者预后不良因素，放疗前后 NLR 变化与疗效密切相关。NLR 下

降比在一定范围内或许能够预测生存，监测 NLR 水平有利于预后判断，可能会成为预测食管癌放

疗疗效的简便的生物标记。 

 
 
PS-124 

食管鳞癌中 P53、Ki-67、Survivin 表达与放射治疗疗效的 

相关研究 

 
胡永果 蔡宏懿 

甘肃省人民医院 730000 

 

目的  分析食管鳞癌活检组织中 P53、Ki-67、Survivin 蛋白的表达与放射敏感性的相关性及其临床

应用价值。 

方法  放疗前应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56 例食管鳞癌活检组织中 P53、Ki-67、Survivin 蛋白的表

达；放疗结束后 1 月行食管 x 线钡餐检查评价放疗的近期疗效。 

结果  56 例食管癌组织中 P53、Ki-67、Survivin 蛋白的阳性表率分别为：54%，71%，75%。

Survivin 蛋白和 Ki-67 与近期放射疗效有关（P <0.05），与放疗敏感性呈正相关。P53 蛋白与近期

放射疗效有关（P <0.05），与放疗敏感性呈负相关。单因素预测放疗敏感性，Survivin 的敏感

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为：90.5%，42.9%，78.6%；P53 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为：

92.0%，27.6%，57.1%；Ki-67 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为：90.0%，37.5%，75.0%。

Survivin 和 Ki-67 联合预测放疗敏感性比较高，其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为：94.1%，

55.6%，86.0%。P53、Survivin 和 Ki-67 三者联合预测放疗疗效的特异性比较高，其敏感性、特异

性和准确性分别为：80.0%，60.0%，81.8%。 

结论  食管鳞癌中 Ki-67、Survivin 的表达与近期放疗疗效呈正相关，P53 蛋白与近期放疗疗效呈负

相关。联合检测 P53、Survivin 和 Ki-67 能够更好地预测食管癌放疗疗效的敏感性。 

 
 
PS-125 

III 期不可切除胸腺癌的治疗模式探讨 

 
翟医蕊 惠周光 王小震 梁军 张涛 周宗玫 吕纪马 张红星 肖泽芬 陈东福 王绿化 冯勤付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胸腺瘤，胸腺癌具有浸润性更强，转移率更高以及预后更差的特点。尽管

根治性手术是公认的首选治疗手段，但绝大多数胸腺癌在确诊时为 III-IV 期，失去了手术机会。对

于不可切除的 III 期病例而言，目前有两种治疗手段：1.单独放疗 2.减瘤术加放疗。既往部分研究

显示在胸腺瘤中，减瘤术加放疗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在胸腺癌中尚缺乏相关的对比。胸腺癌的发

病率相对较低，难以开展前瞻性研究。本文回顾性的对比单独放疗和减瘤术加放疗这两种治疗方案

在胸腺癌中的疗效。 

方法 筛选自 1980 年 1 月至 2010 年 1 月，于我院病理确诊为胸腺癌病例，选取其中 Masaoka 分

期为 III 期者，排除接受了根治性手术的病例。通过查阅病历记录及电话随访采集病人的一般资

料，病例类型，病变侵犯范围，治疗模式，毒副作用，生存和复发状况等信息。所有的生存均自确

诊日期开始计算。统计学分析应用 SPSS 22.0 软件，生存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单因素分析

采用 Log-Rank 检验，一般资料的对比采用卡方检验。毒副作用评价参照 CTCAE3.0 标准。 

结果  经筛选，45 例病例纳入了分析，其中减瘤术+放疗组 26 例，单独放疗组 21 例。两组的

ECOG 评分无显著差异（P=0.583）。减瘤术+放疗组和单独放疗组的中位年龄分别为 55.5 岁和

54 岁。男女比例在两组分别为：19:7 和 11:10。两组的主要的病理类型均为鳞癌，中位放疗剂量

均为 60Gy。在减瘤术+放疗组中，53.8%的病例接受了化疗，而单独放疗组中，47.6%的病例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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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化疗（P=0.671）。暨两组的一般资料配比平衡。减瘤术+放疗组和单独放疗组的 5 年生存率分

别为 54.4%和 13.1%（P=0.019）,5 年的无局部复发生存率依次为 95.7%和 73.7%（P=0.010）。

减瘤术+术中放疗组无手术相关的死亡，无 3 度以上的毒副作用。单独放疗组中，2 例（9.5%）出

现了 2 度以上的放射性肺炎，2 例（9.5%）出现了 3 度的放射性食管炎。 

结论  在 Masaoka 分期为 III 期的胸腺癌中，减瘤术加放疗相对于单独放疗无毒副作用增加，且获

得了更好的总生存和无局部复发生存。 

 
 
PS-126 

Salvage treatment of Local Recurrence in esophageal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Yang YunYi,Chen Qian,Ma Jinlu,Meng Du,Liu Rui,Zhang Xiao zhi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710061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salvage with surgery, radiation, or 
combined surgery and radiation 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for local recurrence 
esophageal cancer. 
Methods  Such databases as PubMed, The Cochrane Library, EMbase, CBM, CNKI, VIP and 

WanFang Data were searched from the date of their establishment to  August 10, 2016， 

to collect the research about salvage  therapy for local recurrence esophageal cancer.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two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literature, 
extracted data and assessed the quality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Th e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using RevMan 5.3 software.   
Results  A total of 15 reserch involving 403 patients were included. The results of meta-analysis 
suggested that, compared with radiation therapy combined chemotherapy with chemotherapy 1 

and 3 year survival hav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RR=1.28，95%CI（0.64，2.57），P=0.48］ 

［RR=2.48，95%CI（0.70，8.79），P=0.16].   compared with operation and radiation 

therapy combined chemotherapy 3 year survival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RR=7.16，95%CI

（1.97，25.99），P=0.003］. 

Conclusion  This  study reveals a reasonable rate of successful salvage of local esophageal 
cancer recurrence using surgery, or combined surgery and radiation or chemotherapy. 
 
 
PS-127 

食管癌高剂量根治性放化疗与放化疗联合手术疗效 

比较的 Meta 分析 

 
谢木 高献书 马茗微 顾晓斌 郭威 崔明 张敏 刘凌 秦尚彬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放射治疗科 100034 

 

目的  通过 Meta 分析的方法评价食管癌高剂量根治性放化疗与放化疗联合手术的临床疗效与安全

性。 

方法  检索 PubMed、EMBASE、Cochrane 数据库，收集发表或未发表的有关食管癌行高剂量根

治性放化疗（放疗剂量大于 60Gy）和放化疗联合手术的疗效比较的随机对照试验，由两名研究者

按 Cochrane 系统评价方法来筛选文献、评价质量、提取资料，所有结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

统计学分析软件为 STATA12.0。数据分析在意向性治疗的基础上进行。 

结果  纳入高剂量根治性放化疗和放化疗联合手术对比治疗食管癌的 RCT 研究 3 项，共 572 例病

例（其中鳞癌比例为 80.6%）。其中根治性放化疗组 266 例，放化疗联合手术组 306 例。两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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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1 年、2 年、3 年生存率均无统计学差异，OR 值分别为 1.01(95%CI 0.68~1.51 P=0.964)，

0.93(95%CI 0.63～1.38 P=0.717)及 1.12(95%CI 0.78～1.61 P=0.524)。根治性放化疗组患者治疗

相关死亡率有低于放化疗联合手术组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 0.36，95%CI 0.13-

1.00；p=0.051）。 

结论  以上数据提示某些条件下局部进展期食管癌患者行高剂量根治性放化疗与行放化疗联合手术

治疗效果相同，且有保留食管的可能。但由于样本量较小，需更多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加以评估 

 
 
PS-128 

新基因 GINS2 在人食管鳞癌中的功能、分子机制及其诊断 

价值研究 

 
周跃 袁双虎 

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目的  利用基因表达谱芯片筛选食管鳞癌致病基因 GINS2 并通过其离体、在体功能学及组织芯片实

验，探讨其功能、机制及诊断能力。 

方法  入组 2015 年 3 月至 2015 年 9 月期间行手术切除且经病理学证实为食管鳞癌病人的癌组织及

癌旁组织标本 20 对。采用 Affmetrix 基因表达谱芯片分析及高内涵筛选（HCS）的方法筛选出目的

基因 GINS2。慢病毒介导 shRNA 沉默 GINS2 基因感染 Eca-109 及 TE-1 细胞为实验组

（shGINS2），阴性对照病毒感染 Eca-109 及 TE-1 细胞为对照组（shCtrl）。通过 qPCR 和

western blot（WB）分别检测细胞转染后 mRNA 和蛋白质水平；Celigo、克隆形成实验及 MTT 实

验检测细胞增殖能力和活力；shGINS2，shCtrl 转染 Eca-109 细胞观察裸鼠皮下成瘤，分别为实验

组（KD）和对照组（NC）；利用 affymetrix 基因表达谱芯片和 IPA 分析方法探讨 GINS2 下游机制

及基因；免疫组化（IHC）验证 GINS2 基因在人食管癌组织芯片中的表达。 

结果  Affymetrix 筛选出在 676 个上调差异基因，选择 qPCR 中 mRNA 表达丰度高且增殖抑制实验

阳性的致病基因 GINS2 为目的基因。经 GINS2-shRNA 慢病毒感染后，shGINS2 组中 GINS2 基因

在 mRNA 水平的表达量受到抑制（p<0.05），敲减效率分别为 91.7% 、93.6% ；WB 结果显示，

在 shGINS2 组中 GINS2 基因的蛋白质水平低于 shCtrl 组；Celigo 检测及 MTT 检测均发现

shGINS2 组细胞的增殖速率受到显著抑制(P＜0.05)。细胞克隆形成实验中 shGINS2 组细胞集落数

目较 shCtrl 减少(P＜0.01)。裸鼠皮下移植瘤实验中，相比 NC 组，KD 组不成瘤。IPA,WB 分析得

出 GINS2 通过调控芳香烃受体、RhoGDI 和 eNOS 等信号通路及 BCL2L11，CD44，SNAI2 基因

的表达在食管癌方向上发挥作用。组织芯片的 IHC 分析中 GINS2 抗体在癌和癌旁组织中表达水平

具有显著差异（P＝0.002）；GINS2 抗体在癌和转移组织中表达水平没有差异（P＝1.000）。 

结论  首次发现 GINS2 基因为食管鳞癌致病基因，其可用于诊断食管癌并提供新的治疗靶点。 

 
 
PS-129 

替吉奥同期根治性放疗在食管鳞癌患者中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的 2

期临床试验的初步结果 

 
陈赟 赵快乐 朱正飞 赵伟新 李玲 章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对于拒绝或不能接受静脉同期化疗的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放疗患者的治疗是一项挑战，本研究

设计一项前瞻性 2 期单臂临床试验评价替吉奥同期放疗在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患者的安全性及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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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前瞻性入组拒绝或不能接受静脉化疗的临床分期 Ib 到 IVa 期初治食管鳞癌患者，接受

61.2Gy/34 次的根治性放疗，同期予第 1-28 天连续口服替吉奥化疗（体表面积≤ 1.6 m2 的患者予

40mg bid，体表面积>1.6 m2 的患者予 50 mg bid）。主要研究终点是安全性及局部控制率。本临

床试验已在 ClinicalTrials.gov 登记，登记号 NCT01831531。 

结果  2013 年 3 月 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8 日，共入组 105 例食管鳞癌患者，其中 100 例患者符合

分析条件。安全性分析中发现，3 至 4 级不良反应包括白细胞下降（2%）及放射性肺炎（3%）；

3 级不良反应包括贫血（1%），血小板下降（4%），呃逆（1%），乏力（3%）及放射性食管炎

（2%）。没有一例患者出现 5 级不良反应。中位随访时间 13 个月（3.3-35.6 个月），1 年局部控

制率和 1 年生存率分别为 78.2%和 76.9%。 

结论  对拒绝或不能接受静脉化疗的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患者的治疗方案选择中，口服替吉奥同期放

疗的治疗方案安全有效，本临床试验的初步结果乐观。 

 
 
PS-130 

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同期放化疗患者生活质量与手术可行性

的临床研究 

 
周超 杨海华 周丽珍 王碧云 孔敏 陈保富 

浙江省台州医院 317000 

 

目的 探索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同期放化疗患者生活质量与手术可行性的关系。 

方法 63 例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患者入组，在完成新辅助同期放化疗后，43 例患者完成根治性手术，

20 例未完成手术。在进行新辅助放化疗前及完成放化疗后，分别进行 EORTC QLQ-C30 及 QLQ-

OES18 生活质量问卷调查。  

结果 新辅助同期放化疗会引起 QLQ-C30 量表中的躯体功能、认知功能、角色功能及整体生活质量

评分下降，除恶心呕吐、失眠和腹泻之外的症状评分增加，QLQ-OES18 量表中进食、梗阻及口干

评分下降，其余评分均增加。多因素分析显示，治疗前后食欲丧失评分的变化是手术可行性的唯一

预测因子（OR 0.970, 95% CI 0.946-0.995, p=0.020）。 

结论 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新辅助同期放化疗会在一定时间内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食欲丧失可考虑

用于新辅助放化疗后手术可行性的预测。 

 
 
PS-131 

高龄食管癌调强放射治疗联合小剂量化疗安全性及近期疗效 

 
秦尚彬 高献书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分析我院高龄不能耐受手术的食管癌放射治疗同步小剂量化疗的安全性及近期疗效。 

方法  搜集 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7 月本院高龄行调强放射治疗同步小剂量化疗的 T3N0-1M0 食

管癌患者 15 例临床资料，男性 8 例，女性 7 例，中位年龄：74 岁（65-82 岁）。所有患者放射治

疗前均行胸部 MRI 检查，并进行 MRI 与定位 CT 图像融合，参考弥散加权成像（DWI）勾画肿瘤

GTV。中位照射剂量：60Gy。同步小剂量顺铂化疗，40mg 每周一次或 20mg 每周两次，评价指

标：RTOG 晚期食管炎反应、无病生存率、总生存率。 

结果  治疗期间无 1 例患者发生≥G3 急性不良反应。中位随访 12.6 个月。截止随访日期，1/15 例

患者出现 G4 级晚期食管炎反应，发生食管溃疡对症治疗后好转。所有患者的 1 年无病生存率和总

生存率分别为 66.7%和 90.9%。 

结论  对于高龄不能耐受手术的食管癌患者，放射治疗联合小剂量顺铂化疗增敏耐受性好，可以作

为治疗的选择。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888 

 

PS-132 

出核因子 CRM1 的表达水平与食管癌放疗预后的关系 

 
吴珊 唐玲荣 党军 李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0001 

 

目的  研究出核因子 CRM1 在食管癌病理组织切片中的表达情况，分析出核因子 CRM1 在食管癌中

的表达水平及其与放射治疗预后的相关关系。 

方法  收集 2009 年 1 月至 2012 年 7 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放射治疗科接受根治性食管癌放射

治疗的病例 117 例，收集临床病理学资料，切取组织切片并且进行随访。使用免疫组化 SP 法检测

10 对食管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以及 117 例食管癌组织中 CRM1 的表达程度，根据评分标准进行评

分。分析 CRM1 在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表达的差异。绘制 ROC 曲线得到截点，区分表达的高低程

度。使用 SPSS19.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使用 2 检验对 CRM1 在食管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和

临床病理学资料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使用 

Kaplan-Meier 法分析 CRM1 表达水平和食管癌患者放疗预后的关系，通过 COX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

素分析讨论独立预后因素。  

结果  CRM1 在食管癌组织中可同时定位在细胞核和细胞质，表达程度明显高于癌旁组织

（P<0.05），在 117 例食管癌组织中，CRM1 高表达 56 例，低表达 53 例，高表达率为

47.86%。CRM1 的表达程度与患者的年龄、性别、组织学分型、病变长度、病变位置、T 分期、N

分期等临床病理特征均无相关关系(P＞0.05)。CRM1 高表达患者的总生存时间明显低于低表达的

患者 (P=0.005)，采用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T 分期、N 分期、临床分期、化疗与否、CRM1 表

达程度是预后的相关因素。使用 COX 回归模型进行的多因素分析显示 CRM1 是判断患者放疗预后

的独立预后因子（P=0.003），CRM1 高表达的患者死亡风险是低表达者的 1.857 倍，相对危险度

的 95%可信区间为 1.226~2.812 [95%CI for Exp(B)]。  

结论  食管癌中 CRM1 表达水平与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理类型、T 分期、N 分期、临床分期、病

变长度、病变位置无相关关系。CRM1 表达水平和是否同期化疗是食管癌放射治疗的独立预后因

素。CRM1 表达水平可能是预测食管癌放射治疗预后的新指标。 

 
 
PS-133 

Siewert II、III 型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术前同期放化疗 放疗靶

区受累野照射可行性分析 

 
王军 黄欣 王祎 曹峰 刘青 武亚晶 焦文鹏 程云杰 景绍武 杨从容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探讨局部进展期 Siewert II、III 型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术前同期放化疗靶区受累野照射的可行

性。 

方法  收集局部进展期 Siewert II、III 型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患者 45 例，术前行 XELOX 方案化疗 2

周期，同期行放疗 45Gy/25f，5 次/周。6~8 周后行手术切除。以厚度超过 5mm 的管壁勾画

GTV，并参照上消化道钡餐造影、食管/胃镜等结果综合确定；上沿食管方向外扩 2.0cm，下沿胃

体方向外扩 1.5~2.0cm，轴向外扩 0.8cm 为 CTV；GTV-nd 依据 CT/MRI/PET 等影像学检查结果

进行勾画；CTV-nd 包括 GTV-nd 和转移淋巴结受累区域；将 CTV 与 CTV-nd 融合为 CTV-all，外

扩 0.8~1.0cm 定义为 PTV-all。通过分析术后病理学结果及放疗毒副反应探讨靶区勾画方式的可行

性。 

结果  45 例患者均完成术前同期放化疗及手术治疗。R0 切除率为 93.3%（42/45），病理完全缓解

率为 22.2%（10/45）。肿瘤退缩分级 0 级 10 例（22.2%），1 级 17 例（37.8%），2 级 15 例

（33.3%），3 级 3 例（6.7%）。45 例患者中 17 例发生淋巴结转移，淋巴结转移率为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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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手术共清扫淋巴结 1062 枚，淋巴结转移度为 4.3%（46/1062）。术后病理分期较治

疗前影像学分期 T、N 降期分别为 24 例、26 例。术后 T3~4 期所占比例较治疗前降低 51.1%，术

后淋巴结阳性患者所占比例较治疗前降低 42.2%，术后 III~IV 期所占比例较治疗前降低 37.8% 

(c2=30.896, P=0.000,c2=16.568, P=0.000, c2=17.822, P=0.000)。放射性食管炎/胃炎发生率为

44.4%（20/45），其中 1~3 级发生率分别为 17.8%、22.2%、4.4%，未见 4~5 级反应；急性放射

性肺炎发生率为 6.7%（3/45），均为 1~2 级，未见 2 级以上放射性肺炎发生。围手术期治疗相关

死亡 1 例，死亡原因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结论  Siewert II、III 型局部进展期 AEG 患者术前 XELOX 方案化疗 2 周期联合 45Gy 同期放疗可以

实现较高的病理完全缓解率、降低淋巴结转移率，实现降期并增加根治性手术切除率。急性放射性

毒副反应发生率较低，耐受性良好。行转移淋巴结受累区域照射的靶区勾画方式具备可行性。 

 
 
PS-134 

老年局限期食管小细胞癌临床病理特征及治疗疗效分析 

 
焦文鹏 王玉栋 王军 王祎 曹峰 武亚晶 郭银 刘青 程云杰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老年食管癌发病率近年来呈上升的趋势，但关于其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因素的研究，尤其是

老年食管小细胞癌的研究极为少见。本研究通过探讨老年原发性局限期食管小细胞癌的临床病理特

征及预后影响因素，为临床提供参考 

方法  回顾性分析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2004-01-01—2012-12-31 收治的 34 例经手术切除的原发

性老年局限期食管小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单纯手术组 19 例，术后辅助治疗组 15 例（手术

+化疗 9 例，手术+放化疗 6 例）。分析其临床病理特征和淋巴结转移情况，Kaplan-Meier 法统计

局控、远转和生存情况，COX 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17 例患者发生淋巴结转移，淋巴结转移率为 50.0%（17/34）。41 枚发生淋巴结转移，淋巴

结转移度为 13.1%（41/314）。胸上段食管小细胞癌上纵隔、中纵隔、下纵隔和腹腔淋巴结转移度

分别为 28.6%、0、0 和 0；胸中段食管小细胞癌分别为 16.7%、10.9%、9.4%和 16.4%；胸下段

食管小细胞癌分别为 0、0、17.4%和 24.1%。T3-4 期患者淋巴结转移度显著高于 T1-2 期（20.6% 

vs 4.5%，c2=8.050，P=0.005）；病变长度≥5cm 组淋巴结转移度显著高于＜5cm 组（17.0% vs 

8.0%，c2=5.611，P=0.018）；多因素分析未发现影响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单纯手术组患

者 1、3、5 年局控率与生存率分别为 82.1%、54.7%、54.7%和 42.1%、15.8%、5.3%，术后辅助

治疗组分别为 86.2%、65.6%、65.6%和 93.3%，46.7%，31.1%，两组比较局控率无显著性差异

（c2=0.001，P=0.972），术后辅助治疗组生存率优于单纯手术组（c2=4.105，P=0.043）。单纯

手术组患者 1、3、5 年远转率为 54.3%、71.4%、85.7%，显著高于术后辅助治疗组的 13.3%、

30.0%、30.0%（c2=6.632，P=0.010）。多因素分析显示化疗与否是老年局限期食管小细胞癌生

存的独立影响因素（P=0.017） 

结论  老年食管小细胞癌淋巴结转移程度与转移模式并未随年龄的增长而发生明显变化，淋巴结转

移模式与食管鳞癌较为相似，但远处转移率显著高于食管鳞癌。单纯手术治疗预后极差，术后辅助

放化疗可延长其生存。系统性化疗在老年患者体质能耐受的情况下仍是治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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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35 

多西他赛奈达铂联合化疗在局部晚期及复发食管癌中的疗效评价 

 
杨蜜 文世民 潘荣强 付曦 别俊 

四川省南充市中心医院 637000 

 

背景  对于使用 5-Fu 及顺铂为基础的一线治疗方案失败的局部晚期食管癌及复发食管癌而言，目前

为止没有明确的标准治疗方案。现就多西他赛联合奈达铂治疗这类患者的可行性及有效性做一回顾

性分析及评价。 

方法 入组患者接受多西他赛 75mg/m2 d1+奈达铂 75mg/ m2  d2，每 3 周为一周期。同时对入组的

共 13 名患者进行联合化疗的有效性及毒性反应的评价的分析。 

结果 入组患者接受平均 2 周期联合化疗（1-6）。随访 2 年中，其有效率及死亡率分别为 8%及

54%，3 级或 4 级血液学毒性指标中，中性粒细胞减少，贫血及血小板减少的患者分别为 4 名

（31%），11 名（15%）,2 名（15%），所有入组患者中，只有 1 名（8%）患者在整个治疗过程

中从未出现任何血液学毒性反应。未出现治疗相关性死亡的发生。无进展生存时间及总生存时间分

别为 3.2 月及 11.6 月。 

结论 多西他赛联合奈达铂化疗可作为治疗局部晚期及复发食管癌的一种可行的治疗方案。 

   
 
PS-136 

食管癌调强放疗同期化疗后巩固化疗价值研究 

 
王祎 王军 王倩 曹峰 焦文鹏 武亚晶 程云杰 刘青 杨从容 景绍武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回顾性分析食管癌调强放疗同期化疗后巩固化疗对局控率（LC）、总生存率（OS）、无远

转生存率（DMFS）的影响，筛选获益人群 

方法  2006 年 4 月至 2014 年 4 月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疗科行食管癌调强放疗同期化疗患者

共 338 例，其中行巩固化疗者 245 例，未行巩固化疗组者 93 例。观察巩固化疗与否对 1、3、5 年

LC、OS 及 DMFS 的影响，并对病变长度、GTV 体积、淋巴结转移状况、临床分期以及同期放疗

化疗周期数等情况进行分层分析 

结果 同步放化疗+巩固化疗组与同步放化疗组 1、3、5 年 LC 分别为 78.0%、63.2%、58.3%和

75.8%、58.7%、47.2%，1、3、5 年 OS 分别为 76.5%、41.2%、27.6%和 65.7%、43.1%、

21.9%，两组局控率及生存率均未见统计学差异（χ2=0.738，P=0.390 和 χ2=1.017，P=0.313）。

两组 1、3、5 年 DMFS 分别为 77.9%、59.3%、52.6%和 76.6%、50.7%、33.9%，统计学差异接

近显著意义（χ2=3.754，P=0.053）。分层分析显示有淋巴结转移患者行巩固化疗后的 OS 较未行

巩固化疗患者有升高趋势（χ2=3.495，P=0. 062）。GTV 体积≥48.5cm3、放疗同期化疗周期不足

及有淋巴结转移患者行巩固化疗较未行巩固化疗 1、3、5 年 DMFS 有统计学差异（χ2=9.318，

P=0.002，χ2=6.425，P=0.011，χ2=4.228，P=0.040，χ2=6.177，P=0.013），食管癌非手术分

期为Ⅲ期患者 DMFS 有升高趋势（χ2=3.388，P=0.066） 

结论 食管癌调强放疗同期化疗后行巩固化疗价值尚不明确。对肿瘤体积较大、同期化疗周期数不

足及有淋巴结转移患者行巩固化疗可提高患者无远转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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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37 

食管癌根治术后复发再治疗的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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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协和医学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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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4.天津市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食管癌 R0 根治术后复发患者多学科综合治疗的疗效及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4-2014 年食管癌 R0 根治术后本院完整复发资料以及本院再治疗的 218

例患者的临床特点，并结合随访资料进行预后因素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并 Log 

rank 法检验，Cox 模型预后多因素分析。 

结果  1. 全组患者复发后中位随访时间 53 个月，中位复发时间为 7.9 个月（95% CI 6.7-9.0），死

亡 156 例，存活 62 例， 1 年、3 年、5 年存活样本数分别为 124、68、62 例，复发后中位生存时

间为 13.4 个月（95% CI 10.7-16.1）。复发后全组 1 年，3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55.3%，22.5%。2. 

影响生存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在单因素分析中术后病理 N 分期、术后病理 TNM 分期、复发转

移后的治疗方式与生存相关。Cox 多因素分析显示只有复发转移后的治疗方式是生存的独立预后因

素。3. 复发后采用放疗联合化疗、单纯放疗、单纯化疗、对症支持治疗的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21.2、14.4、13.2、4.4 个月（p=0.000），复发后采取放疗联合化疗、单纯放疗、单纯化疗与对症

支持治疗相比总生存率均提高（p=0.000、p=0.000、p=0.030）；对于局部区域复发后再治疗的患

者，放疗联合化疗或单纯放疗的总生存率明显高于单纯化疗或对症支持治疗（放疗联合化疗 vs. 对

症支持治疗，p=0.000；单纯放疗 vs. 对症支持治疗，p=0.000；放疗联合化疗 vs. 单纯化疗，

p=0.048）。 

结论  食管癌 R0 根治术后复发采用放化疗或放疗的挽救治疗有明显的生存获益，复发转移后的治

疗方式是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 

 
 
PS-138 

放疗联合脂质体紫杉醇加顺铂同步治疗食管癌的临床研究 

 
葛小林 曹远东 张胜 李丹明 杨焱 穆庆霞 孙新臣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疗科 210029 

 

目的  分析调强适形放疗联合脂质体紫杉醇加顺铂方案同步治疗局部晚期食管癌的疗效及预后影响

因素。 

方法  选择本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收治的 71 例局部晚期食管癌患者，按信封法随机分为

治疗组 35 例及对照组 36 例。治疗组应用调强适形放疗联合紫杉醇脂质体加顺铂化疗，对照组应用

单纯调强适形放疗，对比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及影响预后的因素。 

结果 所有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 19 个月，1、2、3、4 年生存率分别为 60.6%、43.7%、32.4%、

27.8%；治疗组近期有效率为 85.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1.1%（χ2=5.481，P=0.019）；治疗组

的 1、2、3 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51.4%、39.8%、25.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33.3%、25.0%、

1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971，P=0.046）；治疗组与对照组 1、2、3 年生存率分别为

74.3%、51.4%、32.8%与 47.2%、36.1%、2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987，

P=0.046）。治疗组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较单纯放疗组有所增加，但经临床处理后均顺利完成治

疗。单因素分析表明性别、淋巴结有无转移与预后生存密切相关，T2 患者的预后优于 T3、T4 者。 

结论 调强适形放疗联合紫杉醇脂质体加顺铂方案同步治疗局部晚期食管癌疗效较好，毒副反应可

以耐受；并且女性患者预后优于男性。是否同步放化疗及有无淋巴结转移是影响生存的预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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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39 

食管腺样囊性癌 22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李娜 王军 武亚晶 郭银 曹峰 王祎 焦文鹏 程云杰 刘青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食管腺样囊性癌临床上罕见，文献中多为个案报道或小样本病例，生存数据并不多见，对本

病尚缺乏系统了解。本研究回顾性分析食管腺样囊性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因素，为临床上诊断

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 2004-01-01 至 2013-12-31 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经根治性手术切除且术后病理证实

为食管腺样囊性癌患者 22 例，其中单纯手术 13 例，手术+化疗 8 例，手术+放疗+化疗 1 例，从临

床病理特征、诊断和免疫组化情况、治疗等方面进行探讨，采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 食管腺样囊性癌发病率男性多于女性，男女比例为 4.5:1，发病年龄 48～75 岁。其中胸上段

4 例，胸中段 14 例，胸下段 4 例；Ⅰ期 19 例，Ⅱ期 2 例，Ⅲ期 1 例。术前内镜确诊率仅为 27.3%

（6/22），其中 11 例被误诊为鳞状细胞癌，4 例误诊为腺癌，1 例误诊为腺鳞癌。全组患者淋巴结

转移率为 9.1%（2/22），淋巴结转移度为 0.9%（2/229），肺转移发生率为 27.3（6/22）。全组

患者 1、3 和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90.9%、81.3%、65.1%，术后辅助治疗与单纯手术相比生存率无

显著差异（P = 0.816） 

结论 食管腺样囊性癌发病男性多于女性，以胸中段最为多见，术前内镜诊断确诊率低。其恶性程

度较低，手术早期患者所占比例较高，淋巴结转移并不常见。食管腺样囊性癌总体预后较好，治疗

失败以肺转移最为多见，术后辅助治疗未显著提高生存率 

 
 
PS-140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Values detected by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i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receiving chemoradiation 
 

Ge Xiaoling,Cao Yuandong,Zhang Sheng,Li Danming,Yang Yan,Mu Qingxia,Sun Xinchen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10029 

 

Purpose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values 
measured b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have prognostic value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However, the role of ADC needs to be validated in 
a cohort of Chinese ESCC patients. This study assessed the role of ADC in predicting the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ESCC treated only by chemoradiation in China.  
Patients and methods  Seventy-three patients with local advanced ESCC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in this study, none of the patients underwent surgery before or after chemoradiation. 
The ADC values of the primary tumors were determined by MRI imaging. The ADC values were 
then correlated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and other radiological parameters. Surviv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o determine if ADC had an impact on survival of  these patients.  
Results  The median ADC value of the esophageal cancer tissue was 1.256 *10-3mm2/sec 
(range: 0.657-2.354*10-3mm2/sec, interquartile range 0.606*10-3mm2/sec). No 
clinicopathological or radiological parameter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ADC values except the 
sites of tumor tissues. ADC<1.076*10-3mm2/sec predicted significantly worse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ESCC (12.9 months vs undefined, p=0.0108). 
Conclusion The ADC value is a potent prognostic factor which can be used to predict the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ESCC treated only by chemo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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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41 

以“成人 Still's 病”首发的食管癌 1 例及文献检索 

 
赵丽君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食管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一般以―进食梗阻‖为首发症状，极少因结缔组织病而被发现。

本文通过分析一例以―成人 still 病‖为首发的食管癌经放化疗后症状缓解的患者,并复习国内外文献,探

讨食管癌与成人 Still's 病的相关性。 

方法 本文首先报道一例因‖发热、关节痛、白细胞及血清铁蛋白升高‖被诊断为成人 still 病，需长期

服用―强的松‖的患者,住院期间体检胃镜发现胸中段低分化鳞状细胞癌,评估分期为ⅢC 期,给予放化

疗后评估―成人 still 病‖的症状改善情况及食管癌的近期疗效。其次在中国知网、pubmed 等多个数

据库中检索关键词―食管癌，成人 still 病‖,获得相关文献,并选择性阅读文献摘要及全文。 

结果 经 2 周期 TP 方案诱导化疗后，关节疼痛症较前缓解，血液学指标下降，并且停用―强的松‖，

复查 CT 示部分缓解(PR)，后给予食管原发病灶、阳性淋巴结及淋巴结引流区三维调强放射治疗,放

疗剂量 6000cGy/30f/6w+，治疗结束再次复查 CT 示病灶较前好转，且无关节疼痛表现。 

结论 根据本例患者的治疗经验及复习文献得出, 发热、关节痛、白细胞及血清铁蛋白升高不仅见于

成人 Still's 病，也可见于实体恶性肿瘤， 肿瘤标志物、胃镜及胸腹部 CT 等检查有助于早期鉴别诊

断。 

 
 
PS-142 

hPer2、hCry1 节律基因与食管癌化疗敏感性的研究 

 
李婷婷

1
 李光明

1
 

1.南充市中心医院肿瘤科 

2.南充市中心医院组织工程与干细胞研究所 

 

目的  检测 Eca-109 食管癌细胞株在不同时间点 hCry1、 hPer2 表达高低，观察在高低峰 Eca-109

细胞株对紫杉醇+顺铂敏感性。 

方法  避光培养 Eca-109 细胞株诱导节律基因的表达，运用 RT-PCR 测定两节律基因的表达高低峰

时间点。再在所测时间及常规时间点给予多西紫杉醇+顺铂，通过 CCK-8 试剂盒检测 Eca-109 细

胞增殖抑制率。  

结果  hPer2 mRNA 在 24:00 点时达到峰值，谷值约在 10:00；hCry1 mRNA 峰值在 04:00 左右，

谷值在 14:00 左右。在峰、谷值及常规时间给药后，板 1（避光，24：00～02：00 给药）；板 2

（避光，12：00~14：00 给药）；板 3（不避光，08：00~9：00 给药）。3 块板药物浓度 C3，

C4,C5，C6 时对 Eca-109 细胞均有抑制作用，其中 C4 时细胞抑制率最大。同浓度各板之间的抑

制率存在差异。 

结论  hPer2、hCry1 基因表达存在时相波动性。在两种基因表达的低谷值给与化疗药物，其细胞增

殖抑制率较表达峰值和常规时间点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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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43 

川芎嗪对人食管癌细胞株 ECA109 体外 放射敏感性的影响 

 
李锦秋

1
 刘明

2
 

1.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2.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目的 研究川芎嗪对食管癌 ECA109 细胞株的抑制作用及其放疗增敏作用，并初步探讨其可能的机

制，为川芎嗪作为放疗增敏剂在临床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 采用 CCK-8 实验检测不同浓度的川芎嗪和不同剂量放疗及二者联合对 ECA109 细胞株的增殖

抑制率的影响；倒置显微镜下观察川芎嗪和放疗及二者联合对 ECA109 细胞株形态的影响；流式

细胞仪检测 ECA109 细胞株的细胞周期变化及早期凋亡率；免疫荧光双重染色检测 ECA109 细胞

株的凋亡情况；DNA 电泳观察 ECA109 细胞株的晚期凋亡情况；western blot 检测 Bcl-2 和 Bax 蛋

白的表达情况。 

结果 CCK-8 实验结果显示川芎嗪和放疗单独应用对 ECA109 细胞株均有抑制作用，在一定范围内

呈剂量依赖性，二者联合单一方式抑制率高（P＜0.05）。倒置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川芎嗪和放疗及

二者联合作用后，ECA109 细胞株形态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以联合应用组为著。流式细胞仪检

测细胞周期结果显示川芎嗪可以阻滞 ECA109 细胞株的 G0/G1 期，放疗阻滞 G2/M 期，二者联合

应用凋亡率显著高于单一方式组（P＜0.01）。DNA 电泳结果显示，川芎嗪组和联合作用组出现了

明显的梯状条带，对照组没有出现梯状条带。WB 结果显示，川芎嗪组 Bcl-2 蛋白表达下降，Bax

蛋白表达量明显上升。放疗单独应用对 Bcl-2 和 Bax 蛋白表达无明显影响，二者联合 Bcl-2 蛋白表

达水平高于单独应用川芎嗪，而 Bax 蛋白表达与单独应用川芎嗪无明显影响。 

结论 川芎嗪对 ECA109 细胞株具有放疗增敏作用，其放疗增敏机制可能与改变细胞周期、诱导细

胞凋亡，下调 Bcl-2 与 Bax 蛋白比值有关。 

 
 
PS-144 

放疗联合培美曲塞卡铂同期及巩固化疗治疗中晚期食管癌的Ⅱ期

临床试验 

 
李丽 王谨 郑远达 俞冰淇 陈建祥 

浙江省肿瘤医院 310022 

 

目的  评估放疗联合培美曲塞卡铂同期及巩固化疗治疗中晚期食管癌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2009—2011 年入组的 16 例患者，其中 IIb 期 8 例、III 期 6 例、IVa 期 2 例，病灶长度

5.3±3.1cm（1.5-12cm）。PS 评分 0 分 4 例、1 分  8 例、2 分  4 例。患者 5-6 周内接受胸部调强

放射治疗 50~60Gy，同期培美曲塞 500mg/m2 加卡铂 AUC=5 化疗两程，放化疗结束后继续原方

案巩固化疗 2 周期。完成治疗后 4 周按 RECIST 1.1 标准评价近期疗效，根据 CTCAE 3.0 评估不

良反应。 

结果  16 例患者完成治疗和不良反应评价。1、2 年 PFS 分别为 44%、31%，中位 PFS 9 个月；

1、2 年 OS 分别为 69%、38%，中位生存时间 16 个月。死亡 12 例，其中 8 例死于转移、3 例死

于局部进展,1 例死于心力衰竭。3、4 级中性粒细胞减少 7 例，3、4 级血小板减少 6 例，3 级急性

放射性食管炎 4 例。 

结论  食管癌放疗联合培美曲塞卡铂同期及巩固化疗疗效和耐受性良好，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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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45 

食管癌脑转移临床特征及其预后分析 

 
李厨荣 周英杰 王俊超 吕家华 梁龙 路顺 张鹏 李涛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00 

 

目的  探讨食管癌脑转移的临床特征、治疗方法及其预后分析。 

方法  对我院 2009 年 8 月～2015 年 5 月期间收治的 17 例食管癌脑转移患者的临床资料和治疗方

法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全组平均生存时间为 23 个月；11 例单发脑转移患者中位生存 27 个月，8 例多发脑转移患者

中位生存 19.5 个月。13 例鳞癌患者中位生存 27 个月，3 例腺癌患者中位生存 24 个月，3 例小细

胞癌患者中位生存 14 月。手术+放化疗组 2 例，中位生存 65.5 个月，放疗+化疗组 5 例，中位生

存 23 个月，单纯放疗组，中位生存 23 个月，单纯化疗组，中位生存 26 个月。 

结论  食管癌脑转移预后不良，治疗原则上应采用以手术切除联合放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 

 
 
PS-146 

食管癌患者放疗期间临床症状的相关分析 

 
章阳 

湖北省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分析食管癌患者在放疗期间临床症状的发生情况，探讨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食管癌放疗患者 101 例，应用一般情况调查表、症状调查量表进行评估。  

结果 显示症状与症状之间存在相关性；食管癌患者的症状群可分为 3 种类型。  

结论 食管癌患者放疗期存在多种症状，这些症状不断演变发展，构成症状群，通过因素分析，将

症状群分为 3 种简化类型，分别进行护理，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PS-147 

不同影像模式下食管癌原发肿瘤靶区体积及长度差异的比较 

 
戚焕鹏

1
 朱兆峰

1
 袁海鹏

2
 李建哲

1
 焦玉燕

1
 孟丽

1
 刘明

1
 国兵

1
 

1.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肿瘤内二科 

2.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消化内二科 

 

目的  比较钡餐、CT 及超声内镜三种不同影像模式下胸段食管癌原发肿瘤靶区体积及长度的差异。 

方法  选取自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我院行食管镜检查确诊的胸段食管癌患者 30 例，病理

证实均为食管鳞癌，其中男性 20 例，女性 10 例，中位年龄 57 岁，上段 6 例，中段 16 例，下段 8

例，患者均无法手术切除或不适宜手术治疗，拟行放化疗。所有患者第 1 天行食管钡餐检查，并用

铅点在体表标记食管癌的上下界；第 2 天行超声内镜检查，并用钛夹标记食管癌上下界；超声内镜

检查后当日内行强化 CT 扫描定位，CT 图像传至 Varian 计划系统，根据三种不同的影像模式勾画

食管癌大体肿瘤靶区（GTV），分别为 GTV1、GTV2、GTV3，病变长度分别为 L1、L2、L3，比

较 GTV1、GTV2、GTV3 体积之间的差异及 L1、L2、L3 之间的差异。 

结果  GTV 体积的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 GTV2、GTV3、GTV1，三者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1），病变长度的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 L2、L3、L1，三者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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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三种影像模式下食管癌 GTV 体积间及长度间均有显著差异，其中，均值最大的是超声内镜，

最小的是钡餐，CT 介于两者之间，食管癌放疗靶区的确定需要综合参考多种影像模式提供的信

息，这值得进一步探讨。 

 
 
PS-148 

基于症状、血常规化验的食管癌预后评分系统的初步构建 

 
裘敬平 党军 蔡峰 李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疗科 110001 

 

目的 本研究通过分析临床症状、血常规及血液生化指标，筛选预测不可手术的局部晚期食管鳞癌

同期放化疗的预后因素，并初步建立预测评分系统，为预测食管癌放化疗的预后提供便利指标。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在我院接受三维适形或调强放疗的 75 例不可手术的局部晚

期食管鳞癌患者，放疗处方剂量 56.0~66.0Gy（中位数 60Gy）。单因素分析体重下降超过 5%、

进食困难、返粘液、饮水呛咳、音哑、胸痛、咳嗽、吸烟、饮酒、不良饮食习惯、家族肿瘤史、放

疗前及放疗结束时血常规、肝肾功能化验指标的变化与预后的相关关系。进一步选择有统计学差异

的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Logistic 回归方程的变量作为预后风险评分系统的指标。根据回归方程中

变量的回归系数构建评分系统。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

Hosmer-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拟合度。 

结果 共计纳入局部晚期食管鳞癌 75 例，随访率为 97.3%。对比放疗前及放疗结束时血常规、肝肾

功能化验指标，发现发生显著变化的有白细胞（平均下降 1.98×10
9
/L）、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

血红蛋白、血小板、总蛋白、白蛋白、肌酐。单因素分析显示体重下降超过 5%、不良饮食习惯、

白细胞显著下降，与局部晚期食管鳞癌同期放化疗的预后具有一定相关性（p=0.047、0.074、

0.074）。为便于临床应用，将 WB 下降超过 1.98×109/L 简化为 WB 显著下降（下降超过

2.0×10
9
/L），并将此 3 个因素纳入 Cox 多因素分析，依据回归方程中各变量的偏回归系数，建立

预测死亡风险的评分系统，分别赋值为 6 分、5 分、4 分，即评分=6×体重下降超过 5%+5×不良饮

食习惯+4×WB 显著下降，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曲线下面

积 AUC=0.720（95%CI：0.602~0.837），p=0.001，评分的临界值为 7.5，敏感度为 0.68，特异

度为 0.68，Hosmer-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 χ2=3.694，p=0.718，拟合度较高。 

结论 本研究通过易获得的临床症状、血常规化验指标所构建的食管鳞癌预后评分系统，可以大体

预测不可手术的局部晚期食管鳞癌同期放化疗后的死亡风险。 

 
 
PS-149 

调强放疗同步单药或双药化疗治疗不能手术的食管鳞癌疗效比较  

—— 单中心回顾性分析 

 
黄清梅

1,2
 Wen

1,2
 Li

2
 Liao

2
 Zhao

2
 Du

2
 

1.川北医学院 

2.绵阳市中心医院 

 

目的  因为病员营养不良、老年或其他原因，单药联合放疗常用于治疗不能手术的食管鳞癌，但和

标准的双药联合放疗相比，疗效尚不清楚。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回顾性分析，对比调强放疗

同步单药或双药化疗治疗不能手术的食管鳞癌的治疗效果，次要目的是分析是否同步放化疗和是否

辅助化疗对食管鳞癌疗效的影响。  

方法  收集于我院 2010-2016 病理确诊为食管鳞癌且不能手术的接受根治性调强放疗患者 150 例，

其中 49 例放疗期间未接受化疗。101 例接受同步放化疗，单药化疗同步放疗 67 例，双药化疗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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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 34 例。放疗或同步放化疗结束后接受辅助化疗 56 例，未接受辅助化疗的患者 94 例。对患者

生存数据进行随访，数据结果采用 spss22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调强放疗同步单药化疗和双药化疗的两组患者 PFS（P=0.503）和 OS（P=0.685）无统计学

差异。同步放化疗的 PFS（P=0.005）和 OS（P<0.001）优于未同步放化疗的患者的，有统计学

差异。多因素回归显示同步放化疗与否是影响病员 PFS（P=0.003）和 OS （P=0.001）的独立预

后因素。放疗或同步放化疗结束后接受辅助化疗和未接受辅助化疗的两组患者 PFS（P=0.517）和

OS（P=0.261）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调强放疗同步单药化疗和双药化疗治疗不能手术的食管鳞癌疗效相当，同步放化疗疗效优于

未同步放化疗，放疗或同步放化疗结束后接受辅助化疗不能改变患者生存。 

 
 
PS-150 

每周 5 天口服替吉奥联合调强放疗治疗不能手术的食管鳞癌的 

临床观察 

 
赵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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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每周 5 天口服替吉奥联合调强放疗治疗不能手术的食管鳞癌的毒副反应及并发症。 

方法  10 例符合入组条件的不能手术的食管鳞癌患者接受调强放疗及替吉奥同期化疗。放疗处方剂

量 PTV1 60 Gy/28 次，PTV2 50.4 

Gy/28 次，化疗选择替吉奥 40mg bid 周 1-5，放疗日同步口服化疗方案，观察患者的治疗完成情

况、放化疗毒副反应及并发症。 

结果  1）10 例患者如期完成放疗及同步化疗，无放疗中断病例；2）治疗的急性毒性反应主要为放

射性食管炎和放射性肺炎，其中急性放射性食管炎总发生率为 80%（8/10），全部为 1 级和 2

级，急性放射性肺炎总发生率为 40%（4/10），其中 1 级占 75%（3/4），胃肠道反应总发生率为

80%（8/10），其中 1 级占 75%（6/8），血小板减少总发生率为 20%(2/10)，1 级 50%（1/2），

2 级 50（1/2），3）无穿孔及出血病例。 

结论  每周 5 天口服替吉奥联合调强放疗治疗不能手术的食管鳞癌具有可行性，患者耐受良好，无

严重毒副反应发生，可进一步行临床疗效观察级评 

 
 
PS-151 

回顾分析食管癌的放射治疗价值 

 
邓家营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放疗应用于肿瘤治疗已有百年历史。放疗技术已从普通的两维放疗发展到了三维适形和调强

放疗。食管癌的治疗也从单一的治疗模式发展到了多学科综合治疗，放疗/放化疗对于非手术患者

的治疗具有重要意义。现对不同放疗技术下食管癌的总体放射治疗效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方法  收集 1995-2011 年间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开展的 6 项前瞻性研究数据，共纳入

475 例食管鳞癌患者，其中两维放疗技术 303 例，三维适形和调强放疗 172 例。分割技术： 

后程加速超分割（LCAF）206 例；后程加速超分割同期化疗（LCAF+CT）117 例；全程加速超分

割（CAHF）92 例；常规分割同步化疗（CF+CT）60 例。TNM 分期（6th）: I-8 例；II-236 例；

III-197 例；IV-34 例。分析其总体生存率，2 级以上放射副反应发生率、局部复发率及远处转移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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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总体中位生存时间：30.0 个月，1、3、5 年生存率分别为：78﹪、44﹪、33﹪。两维和三维

治疗 1、3、5 年生存率分别为：77﹪、46﹪、35﹪和 79﹪、42﹪、30﹪，总体生存无明显差异

（p=0.636）。1、3 年无进展生存率：82﹪、59﹪；治疗失败：38﹪（144/384）。原发灶+区域

淋巴结复发：30﹪（114/384）；只有远处转移：21﹪（79/384）； 

2 级以上食管炎：17﹪（80/475）；2 级以上肺炎：11﹪（52/475）；穿孔（瘘）：2.9﹪

（11/384）。发生转移的具体情况：非区域淋巴结：8.9﹪（34/384）；肺：8.6﹪（33/384）；

骨：2.6﹪（10/384）；肝：2.3﹪（9/384）；脑：0.8（3/384）。 

 
 
PS-152 

调强放疗后程缩野加量同步化疗治疗食管鳞癌临床 II 期研究 

 
王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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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开良

1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 

 

目的  食管癌放疗的标准治疗模式是同步放化疗，但照射剂量仍存在争议。我们的前期研究显示，

应用三维适形后程缩野加量技术，单纯放疗可取得与二维时代同步放化疗的相似疗效。本研究观察

调强放疗技术，对食管原发病灶及转移淋巴结进行后程缩野加量的同步放化疗治疗食管鳞癌的耐受

性及疗效。  

方法  入组标准：1）组织学证实的食管鳞癌；2）年龄 18-75 岁；3）KPS 评分≥70；4）临床分期

I-IVA 期（AJCC，第 6 版，2002，包括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的 IVB 期）；5）入组前未行化疗和手术

治疗；6）正常肝、肾、骨髓功能；7）无恶性肿瘤病史。GTV 包括肿瘤原发灶和转移淋巴结。

PTV1 为 GTV 在食管上下方向外扩 3.0cm，其余方向外扩 1.2-1.5cm；PTV2 为 GTV 在各个方向外

扩 0.7cm。第一程照射 PTV1，50Gy/25Fx，然后紧接第二程照射 PTV2，16Gy/8Fx。同步化疗为

PF 方案：氟尿嘧啶，600mg/m2，D1-3；顺铂，25mg/m2，D1-3，4 周方案，同步 2 次，辅助 2

次，共 4 次。  

结果  共入组 86 例患者，男性 67 例，女性 19 例，中位发病年龄 64 岁，其中 I 期 1 例，II 期 20

例，III 期 37 例，IVA 期 28 例（包括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的 IVB 期 14 例）。中位随访时间为 19 个

月。I，II，III，IV 级血液学毒性的发生率分别为 19%、48.1%、22.8%、0%，I，II，III，IV 级食管

炎的发生率分别为 2.5%、67.5%、3.8%、0%，I，II，III，IV 级放射性肺损伤的发生率分别为

16.9%、3.9%、1.3%、0% 。1 年和 2 年局控率分别为 73.1%和 48.9%，1 年和 2 年远处转移率分

别为 30%和 52.8%。1 年和 2 年无疾病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66.1%和 35.5%，1 年和 2 年总生存率分

别为 83.5 和 62.3%。  

结论  后程缩野加量的调强放疗同步化疗治疗食管癌的耐受性良好，2 年生存率 62.3%，值得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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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53 

Neoadjuvant nimotuzumab plus chemoradiotherapy compared 

to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and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esopha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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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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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Henan Cancer Hospital 
2.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Objective  The incidence of esophageal cancer has been increasing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nd esophageal cancer remains the fourth leading cause of cancer death in China. Neoadjuvant 
therapy improves long-term survival after esophagectomy treating esophageal cancer, and the 
two main neoadjuvant therapy types, chemotherapy (nCT) or chemoradiotherapy (nCRT), are 
common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Nimotuzumab is a humanized monoclonal antibody against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the safety of nimotuzumab administered concurrently 
with chemoradiation in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has been identified, but the efficacy 
of nimotuzumab added to nCRT for esophageal cancer is uncertain. Therefore, we conducted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 which combining neoadjuvant treatment of nimotuzumab with 
chemoradiotherapy (Bio-nCRT) is compared with nCRT and nCT for patients with potentially 
resectable locally advanced esophageal cancer. 
Methods  The data of patients with stage II-III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thoracic 
esophagus who underwent neoadjuvant therapy and esophagectomy was reviewed. The nCT 
regimen consisted of paclitaxel (45 mg/m2) and cisplatin (20 mg/m2), repeated weekly for a total 
of 5 weeks. Th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nCRT were treated with the same chemotherapy 
regimen concurrently with radiotherapy (40Gy in 20 fractions, 5 days/week), and those in Bio-
nCRT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e same chemoradiotherapy regime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nimotuzumab at a flat dose of 200 mg/m2 weekly on week 1-5. Three-incisioned esophagectomy 
was performed four weeks after the end of neoadjuvant therapy. 
Results  In total, 195 patients received neoadjuvant therapy and 172 (88.2%) completed the 
entire trimodal therapy. Surgical resection was performed in 94.4% after Bio-nCRT, versus 92.5% 
after nCRT and 83.5% after nCT (P = 0.026). The R0 resection rate was 100% after Bio-nCRT, 
95.9% after nCRT and 92.6% after nCT (P = 0.030).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pCR) was 
achieved in 41.2% after Bio-nCRT, versus 32.4% after nCRT and 14.8% after nCT (P = 0.000). 
Lymph-node metastases were observed in 29.4% in the Bio-nCRT group, versus 21.6% in the 
nCRT group and 34.6% in the nCT group (P = 0.126; nCRT vs. nCT, P = 0.042). 
Conclusion  Comparing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results 
in higher surgical resection rate, pCR rate and a lower frequency of lymph node metastases. 
Adding nimotuzumab to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is safe and appears to facilitate 
complete resection and increase the pCR rate.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900 

 

PS-154 

With or without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for clinical 

responder to concurrent chemoradiation in stage II-III 

squamous cancer of the esopha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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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he benefit of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for locally advanced squamous cancer of 
the esophagus is unknow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whether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improves the outcome in responders after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CRT)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I-III disease. 
Metho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treated with CCRT from September 2005 to September 
2013 were reviewed, and those who achieved clinical complete response (CR) and partial 
response (PR) following CCRT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Patients who received CCRT alon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CRT followed by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consolidation group) with regard to overall survival, treatment failure 
and toxicity.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were matched using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Results  Of 666 patients recruited (234 observation, 432 consolidation), 249 (37.4%) had clinical 
stage II disease and 417 (62.6%) had stage III disease. Comparisons of the observation and 
consolidation groups in the matched population (234 patients in each group) showed median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ates of 33.8 and 28.6 months (hazard ratio [HR], 1.08; 95%CI 
[confidence interval], 0.84 to 1.37; P = .549), and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rates of 44.5 and 41.8 
months (HR, 1.03; 95%CI, 0.81 to 1.33; P = .788),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ocal/regional failure (49.1% vs. 45.3%) and distant failure (21.4% vs. 
25.2%) between groups. 
Conclusion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did not increase survival or disease control for patients 
with stage II-III squamous cancer of the esophagus who respond to CCRT. The role of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remains to be defined. 
 
 
PS-155 

pT2-3N0M0 期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术后失败模式与辅助治疗的价值 

 
祝淑钗 李腾 沈文斌 李娟 刘志坤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10025802 

 

目的 分析 pT2-3N0M0 期胸段食管鳞癌根治性切除术后失败模式，评价术后放疗、化疗及放化疗的

临床疗效，为 pT2-3N0M0 患者选择合适的术后辅助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分析 2007-2010 我院首诊行手术根治切除的 702 例 pT2-3N0M0 期胸段食管鳞癌患者临

床资料，结合长期随访结果分析。预后生存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并用 Logrank 法检验，

Cox 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全组总失败率 48.4%（340/702），其中单纯手术组 54.8%（188/343），术后放疗组 42.5%

（17/40），术后化疗组 42.7%（119/279），术后放化疗组 40.0%（16/40）（χ2=11.021，

P=0.012）。全组局部区域失败率 37.5%（263/702），其中单纯手术组 41.7%（143/343），术后

放疗组 27.5%（11/40），术后化疗组 35.5%（99/279），术后放化疗组 25.0%（10/40）

（χ2=7.430，P=0.059）。单分析 343 例单纯手术者，发现纵隔淋巴结转移 110 例 (32.1%)，颈部

锁上淋巴结转移 28 例（8.1%），吻合口复发 18 例（5.2%），腹腔淋巴结转移 6 例（1.7%）。其

中 pT3N0M0 期总失败率明显高于 pT2N0M0 期（χ2=11.235，P=0.001），且 pT3N0M0 期局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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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失败率也明显高于 pT2N0M0 期（χ2=5.524，P=0.019）。同时发现术后胸上段癌总失败率明显

高于胸中下段癌（χ2=15.680，P＜0.001），且胸上段癌局部区域失败率也明显高于胸中下段者

（χ2=17.101，P＜0.001），但远处转移并无差别（χ2=1.374，P=0.503）。术后放疗、化疗和放

化疗组的局部控制率均较单纯手术组均明显提高（P 值分别为 0.032、0.017、0.001）；术后化疗

和放化疗组较单纯手术组可提高无进展生存率（P 值分别为 0.001、0.024），并且明显提高患者总

生存率（P 值分别为＜0.001、0.025）。多因素分析显示性别、病变部位、术中粘连、T 分期、分

化程度、术后辅助治疗是影响预后生存的独立因素。 

结论 pT2-3N0M0 期胸段食管鳞癌单纯术后失败率高，尤其是 pT3N0M0 者术后放疗、化疗、放化

疗均可提 5 年局控，术后化疗和放化疗可明显提高 5 年无进展生存和总生存。 

 
 
PS-156 

胸腺瘤的治疗研究进展 

 
王晓丹 许猜 冯勤付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胸腺瘤（Thymoma）非常罕见，其发病率根据美国 SEER 数据库统计为 0.13/10 万人；然而，它

却是前纵隔最常见的肿瘤，约占成人前纵隔肿瘤的 30%，全部纵隔肿瘤的 20%。根据肿瘤细胞的

形态及胸腺上皮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例，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胸腺瘤分为六种类型：A、

AB、B1、B2、B3 和 C 型。Masaoka 分期及 WHO 版 TNM 分期是目前最常用的临床分期方法。 

目前，手术是胸腺瘤最主要的治疗手段。完全切除是重要的预后因素。完全切除的 I 期及 II 期胸腺

瘤的 10 年生存率分别高达 90%和 70%。局部晚期胸腺瘤（Masaoka III/IVA 期）的手术完全切除

难度大，完全切除率仅为 60% - 89%，大多数人倾向手术联合放化疗的综合治疗。胸腺瘤是对放射

线相对敏感的肿瘤。放疗是未完全切除或不可手术的胸腺瘤的主要治疗手段。而对完全切除者，在

组织分型差、分期晚的胸腺瘤中可作为辅助治疗。来自美国 SEER 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对于

Masaoka II/III 期病变，术后放疗显著提高生存， 10 年生存率达 53%和 35%。胸腺瘤的化疗反应

率在 50%以上。以铂类为基础的诱导化疗后进行手术，术后联合辅助放化疗是局部晚期胸腺瘤

(Masaoka III/Iva 期)广泛接受的治疗方式。 

由于胸腺瘤发病率低，目前尚缺乏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使其治疗仍存在不少争议。本综述将对胸

腺瘤的治疗进展及疗效进行综述，为胸腺瘤的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PS-157 

调强适形放疗联合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非手术食管癌患者的 

临床研究 

 
李昉 吕家华 李涛 王俊超 梁龙 李厨荣 孙磊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41 

 

目的  探讨调强适形放疗联合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非手术食管癌患者的可行性及疗效。 

方法  选择我院 2010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 12 月期间收治 83 例局部晚期非手术食管癌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n=42)与对照组(n=41)。观察组采取调强适形放疗联合化疗，

对照组采取二维放疗技术联合化疗，比较两组治疗有效率、毒副反应发生率及 1 年、2 年生存率与

复发率。 

结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 81.0%(34/42)，较对照组为 75.60%(31/41)稍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毒副反应均以骨髓抑制、恶心、呕吐、放射性食管炎、放射性肺炎、放射性肺纤

维化为主，其中骨髓抑制、恶心呕吐、放射性食管炎等急性毒副反应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放射性肺炎、放射性肺纤维化发生率分别为 9.5%、19.0%，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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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39.0%，晚期毒副反应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1 年与 2 年生存率及随访结

束时的复发率等远期疗效指标的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调强适形放疗联合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非手术食管癌患者具有满意近期效果，与对照组相比较

肺组织的毒副反应明显减少，提高了生存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PS-158 

老年食管癌三维适形放疗致急性放射性肺炎的临床危险因素分析 

 
马晓洁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10252010 

 

目的  探讨老年食管癌三维适形放疗致急性放射性肺炎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 42 例接受三维适形放疗的老年食管癌患者临床资料，对性别、年龄、肿瘤部位、

病变长度、基础肺疾病、放疗剂量、慢性内科疾病、化疗、手术、吸烟、放疗前进食水平等 11 个

指标进行单因素，对有意义的指标再行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基础肺疾病、病变位置和放疗剂量与急性放射性肺炎的发生有关

（p<0.05）；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显示基础肺疾病和放疗剂量是老年食管癌放疗所致放射

性肺炎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结论  老年食管癌放疗前应对高危放射性肺炎患者进行风险评估，着重了解如基础肺功能等情况，

以便早期干预早期控制。 

 
 
PS-159 

胃癌术后辅助放化疗对预后的影响 

 
付强

1
 于世英

1
 胡国清

1
 陈元

1
 胡俊波

2
 张莉红

1
 褚倩

1
 袁响林

1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学院肿瘤科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学院胃肠外科 

 

目的  研究胃癌根治手术后辅助放化疗模式及临床相关因素，探讨术后放疗对胃癌患者预后的影

响。 

方法  2003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同济医院肿瘤科放射治疗中心登记的 146 例初治胃癌患者，病

理组织学均证实为腺癌。根治手术后行辅助放化疗。其中男性 104 例，女性 42 例；年龄在 24～

66 岁，中位年龄 51 岁；Ⅰb 期 5 例，Ⅱa 期 7 例，Ⅱb 期 44 例,Ⅲa 期 27 例，Ⅲb 期 14 例,Ⅲc 期

49 例；肿瘤位于胃食管结合部/贲门 38 例、胃体 24 例、胃窦/幽门 76 例，广泛部位 8 例（超出以

上规定范围）；行胃大部切除 112 例，全胃切除 34 例；根治度： Dl（完全清扫第一站淋巴结）34

例，D2（完全清扫第一、二站淋巴结）112 例。残端阳性 15 例；采用 SPSS13.0 软件包进行统计

分析。总体生存曲线采用 kaplan-Meier 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 Log Rank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 

结果 中位随访 29 个月（4～118 个月），随访期间复发患者 63 例，其中 17 例出现单纯局部复

发，12 例患者出现单纯腹膜种植，27 例出现远处转移（含 7 例腹膜种植），不明转移灶 7 人；死

亡患者 50 例，其中疾病进展 48 例，其他肿瘤 1 例，肾功能不全 1 例。3 年,5 年总生存率(OS)分别

为 60%和 54%，3 年,5 年无疾病生存率（DFS）和分别为 53%和 47%，中位 DFS 为 62 个月。单

因素分析肿瘤部位不仅为 OS 的预后因素(P=0.002)，同时也是 DFS 的预后因素(P=0.023)，但化

疗方案的选择(P=0.068) 对于 DFS，放疗时机(P=0.065)对于 OS 的 P 值接近统计学意义水平；多

因素分析仅肿瘤浸润深度（T 分期）为 OS(P=0.009)和 DFS(P=0.006)的独立预后因素。不良反应

主要为 III-IV 级血液学毒性及胃肠道毒性，其中 11.6%（17/146）的患者未完成规定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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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提示对于术后辅助放化疗的胃癌患者，肿瘤浸润深度、肿瘤部位为重要的预后因素；

含紫杉醇的化疗方案及放疗时机的选择将有可能对预后产生影响，放疗期间是否同步化疗对预后似

无较大影响；不良反应基本可耐受，在术后化疗-单纯放疗-化疗组患者中耐受性更高。 

 
 
PS-160 

食管癌三维适形调强治疗后的长期生存及预后因素系统分析 

 
李曙光 李红云 祝淑钗 么伟楠 李幼梅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比较食管癌根治性放疗（单放组）与根治性放化疗（放化组）后的长期生存并分析相关影响

因素，为食管癌的治疗方案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 2005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收治的 701 例食管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治性放

疗者 469 例，根治性放化疗者 232 例，依据 2004 年版非手术治疗食管癌分期标准进行临床分期，

Ⅰ期 15 例，Ⅱ期 233 例，Ⅲ期 309 例，Ⅳ期 144 例。Kaplan-Meier 法计算局控率、生存率，

Logrank 法检验并行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 

结果 随访截止至 2016 年 2 月，失访 16 例，随访率 97.7%。 单放组与放化组 1、3、5 年局控率分

别为 73.3%、48.4%、39.7%和 66.6%、41.8%、38.1%（P=0.305），中位局控时间分别为 33.7

个月和 24.4 个月，1、3、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72.5%、30.3%、17.4%和 73.3%、37.2%、19.5%

（P=0.323），中位生存期分别为 20.4 个月和 21 个月。单纯放疗组与放化疗组长期生存的单因素

分析显示病变长度（P=0.000、0.000）、CT 显示的病变直径（P=0.000、0.000）、GTV 体积

（P=0.000、0.000）、T 分期（P=0.000、0.000）、N 分期（P=0.000、0.000）、临床 TNM 分期

（P=0.000、0.000）、照射范围（P=0.007、0.030）均为单纯放疗后与放化疗后长期生存的影响

因素。进一步分层分析可见，临床 TNM 分期中Ⅲ+Ⅳ期时，单放组 1、3、5 年的局控率优于放化

组，具有统计学差异（P=0.028）；而在 N0 期及Ⅰ+Ⅱ期时，放化组的 1、3、5 年生存率优于单

放组（P=0.026、0.012）。COX 多因素分析发现 N 分期(P=0.010)、GTV 体积（P=0.026）是局

控的独立影响因素；T 分期（P=0.000）、N 分期（P=0.000）、GTV 体积（P=0.001）、照射范

围（P=0.011）是总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放化疗组发生 2 级以上骨髓抑制明显高于单放组发生的

2 级以上骨髓抑制，并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0），而两组的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和放射性肺炎比

较，未见统计学差别。 

结论 放化综合治疗能够改善相对早期(N0、Ⅰ-Ⅱ期) 食管癌患者的生存，而相对晚期患者接受单纯

放疗与放化综合治疗疗效相当，且单放组毒副反应低。 

  
 
PS-161 

根治性放疗与放化综合治疗食管癌长期生存的对比研究 

 
苏景伟 祝淑钗 李红云 许金蕊 李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比较根治性放疗与放化综合治疗食管癌的局部控制率及生存率，探讨影响两组疗效的相关因

素，筛选不同期别、不同体质状况患者的最合适治疗方案，从而实现个体化治疗。 

方法 收集 2005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在我院接受根治性单纯放疗（单放组）和以铂类为基础的

化疗联合放疗（放化组）的食管癌患者 701 例，其中单放组 469 例，放化组 232 例。依据 2004 年

版非手术治疗食管癌分期标准进行临床分期，Ⅰ期 15 例，Ⅱ期 233 例，Ⅲ期 309 例，Ⅳ期 144

例。生存相关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并用 Logrank 法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Cox 回归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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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全组局控与生存：随访截止 2016 年 2 月 1 日，随访率 97.7%。全组 1、3、5 年局控率

和总生存率分别为 71.0%、46.1%、39.2%和 72.8%、32.6%、18.1% （2）不同治疗模式：单放

组与放化组 1、3、5 年局控率分别为 73.5%、48.1%、39.5%和 66.1%、42.2%、38.5%

（χ2=1.019，P=0.313），总生存率分别为 72.5%、30.3%、17.4%和 73.3%，37.2%，19.5%

（χ2=0.978，P=0.323）。分层研究显示 N0 期及Ⅰ+Ⅱ期时放化组的 1、3、5 生存率明显高于单

放组（χ2=6.356，P=0.012 和 χ2=4.946，P=0.026）。(3) 单纯分析放化组发现  ①放疗剂量为 50-

59.9Gy 的 1、3、5 年局控率明显高于其它剂量组（χ2=9.594，P=0.022）②同期 2 周期化疗与序

贯化疗组比较，1、3、5 年局控率接近统计差异（χ2=3.189，P=0.074） ③≥2 周期者与 1 周期比

较，1、3、5 年生存率有统计学差异（χ2=7.833，P=0.005）。以周期中位数 4 分界，＜4 周期和

≥4 者比较，1、3、5 年生存率有统计学差异(χ2=11.447，P=0.001)。（4）毒副反应：≥2 级骨髓

抑制放化组明显高于单放组（χ2=79.999，P=0.000），化疗周期数≥4 者也高于＜4 者

（χ2=3.813，P=0.051）。 

结论 传统临床病理因素病变长度、病变直径、T、N、TNM 分期及 GTV 体积和化疗周期数仍为食

管癌放化疗最主要预后指标。 相对早期食管癌根治性放化疗后获益更大，而晚期患者单纯放疗与

放化疗疗效相当。  食管癌放化综合治疗，尤其放化同期时放疗剂量不宜过高。 

 
 
PS-162 

食管癌放疗后短期复发的预后分析 

 
丁乃昕 周益琴 陆进成 

江苏省肿瘤医院 210009 

 

目的  分析和探讨食管癌放疗后短期复发的预后相关因素。 

方法   收集 2010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于我院就诊的食管癌放疗后短期内复发病例 81 例，短期内

复发时间定义为放疗后 1 年内。中位随访时间 1 年。根据患者 1 年生存率之间有无显著性差异（P

＜0.05），分析各种与短期复发后预后可能相关的临床因素。 

结果  1、81 例患者均为鳞状细胞癌，男性 49 例，女性 32 例，中位年龄 63 岁（45～83），所有

患者复发后均未行抗肿瘤治疗。至随访截止日期，死亡 76 例，生存 5 例，中位生存时间 11 个月

（4～20），1 年生存率 31%。放疗后中位复发时间 7 个月（5～11），复发后中位生存时间 4 个

月（1～15）。2、放疗后复发时间≤6 个月与＞6 个月患者的 1 年生存率分别为 9%及 49%（P＜

0.01）。确诊时根据钡餐影像统计食管肿瘤原发灶长度，长度≤5cm 与＞5cm 患者的 1 年生存率分

别为 40%及 16%（P＜0.05）。食管肿瘤原发灶中位放疗剂量 60Gy（54～66），放疗剂量≤60Gy

与＞60Gy 患者的 1 年生存率分别为 23%及 40%（P＜0.05）。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合并

症、肿瘤位置、有无淋巴结转移、肿瘤病灶短期退缩情况、有无同步化疗对 1 年生存率的影响无显

著统计学差异。3、多因素分析显示，食管肿瘤原发灶长度、放疗剂量是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1、食管癌短期内复发者预后差，复发后生存期短；复发时间不足 6 个月者预后更差。2、食

管肿瘤原发灶长度、放疗剂量是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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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63 

血浆 miRNA-16 在食管鳞状细胞癌的诊断和放疗疗效 

预测中的作用 

 
余奇

1,2
 李萍

3
 章青

3
 傅深

1,2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治疗中心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质子重离子中心 

3.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放疗科 

 

目的  miRNA-16（miR-16）在包括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在内的多种肿瘤中通过多个途径参与

调控基因的表达，其调控机制涉及细胞周期、增值、凋亡和肿瘤发生等，而且最近的研究证实了

miR-16 能够通过调控 TLR1/NF-κB 信号通路增加放射敏感性。所以 miR-16 将会是一个很有前景的

肿瘤检测的生物标记物。但是它在放射治疗中的作用尤其是循环血液中的 miR-16 与 ESCC 的相关

性并不明确。所以本研究将评估循环血液中 miR-16 在 ESCC 的诊断和放疗疗效预测中的作用。 

方法  我们采集了 38 名 ESCC 患者放疗前、放疗中期（1 周）和放疗结束后的血样以及 19 名健康

对照者的血样。放射治疗方案为：6 MV X 线直线加速器，照射剂量为 60.2 ± 9.1 Gy，每天 1 次，

每次 2 Gy。我们采用 qRT-PCR 测定上述样本血浆中的 miR-16 的表达量，并且统计了放疗结束后

的近期影像学数据和 3 年随访数据，用于评估 miR-16 的表达量在健康人群和 ESCC 患者中的差

异，以及 miR-16 与放疗后患者影像学数据和生存期的相关性。 

结果  研究发现 miR-16 血浆中的浓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P < 0.05），并且 T3-4 期肿瘤患者血浆

中 miR-16 的浓度显著高比 T1-2 期肿瘤患者（P = 0.020）。进一步研究还证实了 ESCC 中循环血

液中 miR-16 表达的差异不但与 ESCC 的临床分期相关，而且还与放射治疗的的疗效相关。检测放

疗前中后患者的血浆结果发现 miR-16 的体内动态变化趋势与放疗疗效高度相关，其中放疗疗效较

好的患者在放疗结束时体内 miR-16 的浓度显著高于疗效差的患者（P < 0.05，AUC: 0.730），而

且，放疗过程中患者 miR-16 上调超过 2 倍将具有更长的生存期（log-rank P = 0.007）。 

结论  循环血液中的 miR-16 不但可以作为 ESCC 患者的诊断和临床分期的生物标记物，而且 miR-

16 对于预测 ESCC 放疗的疗效具有潜在的价值。 

 
 
PS-164 

颈及上胸段食管癌同步加量调强放疗技术的优势 

 
谭程 吴建廷 杨燕光 杭达明 倪峰 蔡晶 

江苏省南通市肿瘤医院 226361 

 

目的  探讨同期加量调强技术（SIMRT）在治疗颈及上胸段食管癌中的优势。 

方法  48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24 例，分别制定 7 野调强放疗（IMRT）计划与 SIMRT 计

划，比较两者的剂量学参数。比较 IMRT 和 SIMRT 治疗组患者的近期疗效及急性放射性损伤。 

结果  SIMRT 计划适形性指数高，与 IMRT 计划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01），两者的不均匀性

指数无统计学差异（P＞0.05）；SIMRT 计划和 IMRT 计划的 PTV 最小值（PTVmin）分为

5490.99±105.31cGy 及 5720.62±147.44cGy，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者 PTV 最大值

（PTVmax）、PTV 平均值（PTVmean）、D90、D95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脊髓最

大剂量（cGy）IMRT 组 3692.40±197.2，SIMRT 组 4224.60±8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者肺平均剂量、V5、V20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SIMRT 组和 IMRT 组的有效率

(部分缓解+完全缓解)分别为 96.1%和 95.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放射性肺炎、放射

性食管炎、骨髓抑制发生率以上两组相比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同期加量调强技术治疗颈及上胸段食管癌较常规调强技术具有更优的剂量分布，未明显增加

急性放射损伤，有望改善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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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65 

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术前放疗中移动度的分析 

 
唐源 王鑫 金晶 李帅 李宁 任骅 房辉 王维虎 宋永文 刘跃平 王淑莲 李晔雄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探索食管胃结合部腺癌在术前放疗过程中移动度的大小。 

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13.9-2015.8 间，在本院接受食管胃结合部腺癌术前同步放化疗的 12 例初治患

者，全部患者治疗前均行胃镜检查，于肿瘤上缘、下缘或四周分别置入钛夹标记肿瘤边缘。6 例患

者采用 4DCT 定位，每一例患者由系统自动重建出 0%-90%呼吸时相的 10 套图像以及最大、最小

密度投影和平均密度投影共计 13 套 4DCT 图像，共获得位于食管胃结合部 6 枚钛夹的分次内图像

78 套供分析。12 例患者均在放疗前 5 次，第 7 次（第二周），第 12 次（第三周），第 17 次（第

四周），第 22 次（第五周），分别进行锥形束 CT(CBCT)扫描，将每例患者的不同分次的 CBCT

图像与定位 CT 图像进行骨性配准，在 CBCT 图像中可辨认 12 枚钛夹纳入分析，获得分次间图像

共 90 套。 

结果  肿瘤分次内动度在左右、腹背、头脚方向上分别为 0.92±0.63mm(范围:0-2.4mm)、

1.83±1.11mm(范围:0.33-4.06mm)、9.99±5.37mm(范围:0-21.00mm)；分次内动度头脚方向大于左

右方向(p=0.000)和腹背方向(p=0.000)，腹背方向大于左右方向(p=0.000)。肿瘤分次间动度在左

右、腹背、头脚方向上分别为 6.56±4.19mm(范围:0.23-17.60mm)、5.69±3.29mm(范围:0.88-

16.70mm)、6.49±4.37mm(范围:0.03-17.70mm)；分次间动度左右方向和头脚方向均大于腹背方向

(p=0.031；p=0.044)，左右方向和头脚方向差异不显著(p=0.956)。计算不同的分次放疗时胃容积

与定位胃容积之比 Vi/V0，每周 Vi/V0 之间差异明显(p=0.001)，随着放疗逐步进行，胃容积逐渐缩

小。为保证 90%肿瘤体积接收 95%处方剂量，在分次内照射时肿瘤的内边界在左右、腹背、头脚

方向分别为 1.8mm、3.4mm 和 17.4mm，在分次间照射时肿瘤的内边界在左右、腹背、头脚方向

分别为 18.0mm、10.4mm 和 10.2mm。 

结论  推荐食管胃结合部肿瘤在左右、腹背、头脚方向分别外放 18.0mm、10.4mm 和 17.4mm，以

在放疗期间较好涵盖肿瘤在分次内和分次间的移动度。 

 
 
PS-166 

胸腺神经内分泌癌：18 例病例分析及文献回顾 

 
王洪兵 范兴文 杨瑜 吴开良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胸腺神经内分泌癌是极其罕见的肿瘤，尚无标准的治疗策略。本研究评估胸腺神经内分泌癌

患者的生存情况及的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入组了 1993.09 至 2015.03 期间，经病理证实为胸腺神经内分泌癌（2004 年 WHO 肿

瘤分类标准）的 18 例患者，且均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治疗。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首

发症状、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Masaoka-Koga 分期、辅助治疗方式、手术切除状态及复发方

式。应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总生存率及无进展生存率通过 K-M 法计算。应用 Log-Rank

检验分析不同因素，包括性别、年龄、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Masaoka-Koga 分期、辅助治疗方

式、手术切除状态，对总生存期及无进展生存期的影响。 

结果  13 例接受了手术切除，其中完全切除者 7 例，肿瘤残留者 6 例。11 例患者接受了术后辅助

治疗（放化疗：7 例；放疗：3 例；化疗：1 例）。高分化神经内分泌癌（n=12/18;66.7%）;低分

化神经内分泌癌（n=6/18;33.3%）。Masaoka-Koga 分期：I 期、III 期和 IVb 期分别为 1 例、8 例

和 9 例。5 年总生存率和 5 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67%和 38%。在多因素分析中，总生存期明显

受肿瘤分期、手术切除状态、辅助治疗方式的影响，而无进展生存期只受手术切除状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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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胸腺神经内分泌癌的预后较好，肿瘤分期、手术切除状态、辅助治疗方式是其独立预后因

素。充分手术切除是一个强力的良好预后因素。 

 
 
PS-167 

超声内镜下胸段食管癌边界钛夹标记对放疗大体肿瘤靶区勾画的

影响 

 
关勇 庞青松 钱东 陈曦 王煜雯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300060 

 

目的  明确超声内镜下胸段食管癌边界钛夹标记对放疗大体肿瘤靶区（gross tumor volume， 

GTV）勾画的影响。 

方法  自 2015.10 至 2016.7，予胸段食管癌患者行超声内镜下肿瘤边界钛夹标记，之后行放疗定位

CT，并在钛夹标记指导下，结合内镜、上消化道造影等勾画 GTV（钛夹标记法）；于 Eclipse 计

划系统将 CT 中钛夹标记隐藏，请 2 位之前未参与勾画的放疗医师，根据内镜、上消化道造影等再

勾画 GTV（常规法）。对比两种方式勾画的 GTV，并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共入组 55 例胸段食管鳞癌患者，共 63 个病灶，超声内镜标记了 60 个病灶（3 个病灶因靠近

邻近病灶，作为一个整体标记），9 个病灶内镜无法通过，仅标记上界，2 个病灶在定位前发生上

界钛夹脱落。以钛夹标记法勾画的 GTV 为准，常规法 GTV 上界的偏差为 0.91+0.82cm（0—

3.75cm，p<0.001），GTV 下界的偏差为 0.74+0.63cm（0—2.75cm，p<0.001），GTV 长度的偏

差为 0.08+1.30cm（-4.00—4.00cm，p=0.64）。分别分析 T1、T3、胸上段、中段、下段病灶

（因 T2、T4 病灶仅各 1 例，未行分析），均示常规法 GTV 上、下界勾画有明显偏差，而 GTV 长

度偏差无显著意义。 

结论  本研究证实对不同 T 分期、不同部位的胸段食管癌患者，超声内镜下肿瘤边界钛夹标记对

GTV 勾画有影响，主要体现在上、下界的界定，但对 GTV 长度无显著影响。推荐在常规工作中，

对于胸段食管癌患者应用超声内镜下肿瘤边界钛夹标记。 

 
 
PS-168 

食管癌根治性调强放疗 CTV 剂量梯度与疗效分析 

 
刘晓洁

1
 曾静

1,2
 石祥宇

1
 王大权

1
 庞青松

1
 王平

1
 

1.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 

 

目的  探讨食管癌根治性调强放疗 CTV 剂量梯度与疗效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疗科 2012 年 4 月--2015 年 3 月间收治的 132 例行根治

性放化疗的食管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根据患者 CTV 的不同剂量梯度分布将患者分为 CTV 减量

组：中位 PGTV 剂量 60Gy，中位 CTV 剂量 54Gy；常规放疗组：中位 CTV 剂量 60Gy。评价患者

的总生存率（OverallSurvival，OS），无疾病进展生存率（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

无局部进展生存率（Local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LPFS），治疗有效率（Complete 

Response+Partial Response，CR+PR）和治疗相关毒副作用。        

结果  全组患者随访率为 98.4%。全组患者放疗结束后评估疗效，CTV 减量组：完全缓解

（Complete Response, CR）患者 6 例（10.9%），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患者 22

例（40.0%），病灶稳定（Stable Disease，SD）患者 24 例（43.6%），疾病进展

（Progression Disease，PD）患者 3 例（5.5%），治疗有效率（CR+PR）50.9%（28/55）；常

规放疗组：CR 患者 12 例（15.5%），PR 患者 31 例（40.3%），SD 患者 24 例（31.2%），PD

患者 10 例（13.0%），治疗有效率 55.8%（43/77）。两组患者有效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908 

 

（p=0.575）。CTV 减量组和常规放疗组患者的 1,2,3 年 OS 分别为 82.9%、59.8%、5.8%和

91.2%、78.6%、67.6%；P＞0.05；PFS 分别为 80.5%，59.1%、38.4%和 91.8%、80.3%、

64.9%；P＞0.05；LPFS 分别为 82.9%、64.0%、43.2%和 93.1%、86.9%、75.1%；P＞0.05。

两组患者中出现 3 级以上放射性食管炎的患者分别为 4 例（7.27%）和 7 例（9.09%）；3 级以上

放射性肺炎的患者分别为 6 例（10.9%）和 10 例（13.0%）。CTV 减量组患者出现放射性食管炎

和放射性肺炎的百分率低于常规放疗组。 

结论  初步结果显示 CTV 减量方法治疗食管癌是安全有效的。 

 
 
PS-169 

免疫组化构建的分子标签在预测食管鳞癌预后中的意义 

 
张军华 孟晋 邓家营 朱晗婷 陈赟 刘琪 傅深 樊旼 赵快乐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分子标签在肿瘤的治疗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的研究旨在通过多个免疫组化指标的联

合，用于预测食管癌患者的预后。这样的新型分子学标志物，有利于临床个体化治疗的实施。 

方法 回顾性研究了 2007-2012 年间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共 324 例（中位年龄 58 岁，37-76 岁，

男：女=286：38）接受了手术治疗的食管癌患者，术后根据病理分期接受或不接受放化疗治疗。

中位随访时间 6 年。通过手术中获取的组织标本进行免疫组化检测，对 16 项与肿瘤生长、增值等

相关指标的表达进行检测，分别是：EGFR, Her-2, C-myc, Ki-67, PCNA, BCL-2, Bax, P53, P21, 

P27,CD117, Agnor，CyclinD1, TOPOⅡ, MDR, GST-π。通过 Lasso 的方法建立模型，寻找最优

组合预测患者手术后的无进展生存时间（PFS）。 

结果 将临床随访信息完整的患者分为发现组（140 人）及验证组（93 人），在发现组中，通过数

据特征提取，发现通过 6 个免疫组化的指标(p21,NEU,CMYC,Ki-67,GST,P27)的组合，能够将所有

患者分为高危组（70 人）及低危组（70 人）。经过这一分类，两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分别为 18

个月（高危组）和 41 个月（低危组），两组之间具有显著差异（p=0.0018）。进一步在验证组

（93 人）中对这 6 个免疫组化组合进行验证，两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分别为 11 个月（高危组）

和 22 个月（低危组），具有显著差异（p=0.0012）。通过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这一免疫组化组

合是预测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分析，将免疫组化组合与 TNM 分期相结合曲

线下面积优于单独 TNM 分期对预后的预测价值（p=0.0059）。 

结论 通过 6 个免疫组化建立的分子标签能够独立预测食管癌患者的预后，将免疫组化组合与 TNM

分期相结合对预后的预测效果优于单独应用 TNM 分期的预测效果。 

 
 
PS-170 

中段食管癌部分弧/全弧 VMAT 和静态 IMRT 的剂量学策略评价 

 
丛小虎 曲宝林 徐寿平 杨涛 王小深 王金媛 蔡博宁 

解放军 301 医院 100853 

 

目的  探讨中段食管癌分段弧/全弧容积旋转调强（VMAT）与常规静态调强放疗(IMRT)技术特点，

评价其剂量学参数及优势。 

方法  选取本院收治的 12 例中段食管癌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分别设计 6 个分段式弧、2 个全弧

VMAT 和常规固定野 IMRT 计划。所有计划均在 Pinnacle3 计划系统设计。通过三种计划的靶区适

形指数(CI)、均匀指数(HI)，危及器官等剂量学参数以评价计划质量，并比较机器跳数(MUs)评估其

治疗效率。 

结果  三种计划的计划质量均能满足临床要求。分段弧、全弧 VMAT 计划和 IMRT 计划肿瘤靶区 CI

分别为 0.72±0.06、0.81±0.04、0.78±0.04；HI 分别为 0.076±0.01、0.073±0.01、0.091±0.0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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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弧、全弧 VMAT 比 IMRT 计划具有剂量学优势，体现在靶区覆盖以及危及器官的保护;其中分段

弧、全弧 VMAT 计划相比 IMRT 计划 HI (p<0.001 和 p<0.001)要好。分段弧比全弧计划靶区

CI(p<0.001)和 HI(p=0.326) 要差；分段弧计划双肺 V5 比全弧和 IMRT 计划要低, 且差异性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双肺 V5 均值分别为 39.5±7.59%、51.4±8.73%和 54.8±8.57%。分段弧、全弧计划平

均双肺 V20 显著地优于 IMRT 计划(p<0.001 和 p<0.001)；分段弧、全弧计划双肺平均剂量也优于

IMRT 计划(p<0.001 和 p<0.001)，均值分别为 919.7±202.6cGy、1009.6±199.9cGy 和

1118.0±220.2cGy；另外分段弧双肺平均剂量要低于全弧(p<0.001);分段弧心脏平均受量高于 IMRT

计划(p=0.005);脊髓最大剂量三种计划相当；分段弧、全弧 VMAT 和 IMRT 计划靶区外正常组织的

平均剂量分别为 650.6±98.2cGy、668.0±99.2cGy 和 673.5±103.5cGy；分段弧、全弧 VMAT 和

IMRT 计划加速器跳数 MUs 均值分别为 382.7±58.6、384.5±64.7 和 434.9±55.6。 

结论  分段弧、全弧 VMAT 技术相比于 IMRT 应用于中段食管癌放疗在剂量学上具有一定优势。与

全弧 VMAT 及常规 IMRT 相比，分段弧 VMAT 技术能有效实现对肺等危及器官低剂量区的限制，

提高了射线利用率。 

 
 
PS-171 

食管癌远处转移模式的研究——基于人群的研究 

 
艾沓杉 朱晗婷 任文佳 陈赟 刘琪 张军华 邓家营 赵快乐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食管癌是我国常见高发肿瘤之一，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有重大影响。食管癌预后较差，原因

之一即是食管癌在早期即发生远处转移，为治疗带来很大难度。本文目的是明确食管癌远处转移模

式，揭示临床危险因素，提高早期诊断水平，为提高患者预后提供信息参考。 

方法  本文利用美国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SEER)数据库的数据，筛选出

2010-2013 年共 9934 例患者，计算肝、肺、骨、脑转移的概率，利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患者

临床特征（年龄、性别、人种、病理类型、分化程度分级等）与转移部位及转移概率之间的关系。

同时对 IV 期食管癌患者的生存进行统计，利用 COX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 IV 期食管癌患者预后的危

险因素。 

结果  在筛选出的 9934 例食管癌患者中，3245 例（32.7%）为 IV 期。在 IV 期患者中，肝、肺、

骨、脑转移的概率分别为 47.6%、29.8%、23.6%、4.8%，年龄、性别、病理类型和分化程度分级

是转移的独立预测因素，年龄较轻、男性、分化差的患者更易发生转移，鳞癌患者肺转移较多，腺

癌患者肝、骨转移较多；IV 期食管癌的患者预后较差，年龄、病理类型、分化程度分级和转移部位

数量是预后的危险因素，年龄较轻、男性、分化差、转移部位数量多的患者预后较差。 

结论  在 IV 期患者中，肝转移患者最多，其次为肺、骨转移，脑转移较少。年龄、性别、病理类型

和分化程度分级是转移的独立预测因素。IV 期食管癌的患者预后较差，年龄、病理类型、分化程度

分级和转移部位数量是预后的危险因素。 

 
 
PS-172 

胸下段食管磷癌根治术后放疗范围 

 
邓敏 宫友陵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目的  胸下段食管癌首选手术切除，局部复发是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以锁骨上、纵隔淋巴结转移

多见。术后预防性放疗可提高局部控制率，但靶区范围仍有争议，尤其是胸下段食管根治术后患者

能否从双侧锁骨上区预防性照射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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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分析食管下段鳞癌根治术后患者 141 例，90 例行不包含锁骨上淋巴结的术后放疗（A

组），51 例包含锁骨上（B 组）。Kaplan-meier 单因素分析并行 Log-rank 检验，Cox 回归多因素

分析。χ2 检验行组间相关性检验。P 值＜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术后局部复发 45 例，锁骨上淋巴结转移 34 例，纵隔淋巴结转移 20 例，吻合口复发 7 例，

锁骨上/纵隔淋巴结转移 9 例，锁骨上/吻合口复发 2 例。术后 1、2、3 年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率分别

为：12.1%、22.0%、24.1%，A、B 组分别为：14.4、28.9、32.2%；7.8、9.8、9.8%。总患者、

A、B 组术后 1、3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5.0、23.4%；94.4、23.3%；96.1、23.5%；远处转移率

分别为：10.6、31.9%；10、33.3%；11.8、31.4%。中位锁骨上复发时间分别为：22，20.8，

22.4 月；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29，28.4，30 月；中位远处转移分别为：22，21.8，22 月。单因

素分析显示锁骨上放疗与降低锁骨上淋巴结复发有关（P=0.006）,多因素分析显示锁骨上放疗是降

低锁骨上复发的独立因素（P=0.011）。是否行锁骨上放疗与生存时间（单 P=0.532，多

P=0.455）及远处转移时间（单 P=0.952,多 P=0.851）无明显相关性。A、B 组患者双肺平均剂量

的平均值±标准差（x±s）为分别为 11.5±1.26Gy、12.2±1.59Gy，V20（20Gy 等计量曲线所包绕的

靶区体积）的 x±s 分别为 21±3.3%、21±3.6%。χ2 检验显示是否行锁骨上淋巴结放疗与放射性肺

炎（P=0.834）、放射性食管炎(P=0.582)、消化道反应（P=0.611）、中性粒细胞减少

(P=0.635)、血小板减少(P=0.583)无明显相关性，但与贫血（P=0.036）有一定相关性。 

结论  双侧锁骨上预防性照射能降低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率，提高局部控制率，并且不增加放疗副反

应。但锁骨上预防性照射不能延长生存时间及远处转移时间，需联合全身治疗改善患者预后。 

 
 
PS-173 

食管癌术后气管食管沟淋巴结转移三维适形放疗同步化疗 的疗

效观察 

 
魏世鸿 刘锐锋 罗宏涛 王小虎 

甘肃省肿瘤医院 730050 

 

目的  观察三维适形放疗与同步放化疗治疗食管癌术后气管食管沟淋巴结转移的疗效。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8 年 3 月至 20014 年 6 月收治的 92 例食管癌术后气管食管沟淋巴结转移

患者,其中 54 例接受三维适形放疗(对照)，38 例接受三维适形放疗同步化疗（观察组），化疗为多

西紫杉醇 75mg/m2,d1，顺铂 20mg/m2d1-5，28 d 重复，共 2 个周期。 

结果  92 例患者疗程完成率为 100%。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75.93%,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4.74%，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中位生存期、生存率及平均生存时间对照组分别为 24 个月, 33.3%， 

21 个月；观察组分别为 23 个月, 31.6%， 19 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86)。毒副反应对照

组的急性骨髓抑制、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和放射性气管炎发生率均低于观察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单纯三维适形放疗与同步放化疗治疗食管癌术后气管食管沟淋巴结转移均能获得一定的治疗

效果，在近期疗效看同步放化疗治疗食管癌术后气管食管沟淋巴结转移优于单纯三维适形放疗，但

同步放化疗并未提高患者的长期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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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74 

MRI 在食管癌精确放疗中的应用研究 

 
周洁晶 邵秋菊 张琰君 姚红军 梁军 

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710038 

 

目的  研究 MRI 在食管癌精确放疗中靶区勾画中的应用  

方法  对 15 例食管癌患者进行 MRI 和 CT 非同机扫描，并将图像传输至三维治疗计划系统(TPS)，

进行手动图像融合，由同一临床医师分别在 CT 及 MRI 融合图像上勾画患者靶区体积，同一物理师

分别设计优化 TPS 计划， 给予相同射野及相关参数放疗计划，比较 CT 与 MRI 勾画靶区大体肿瘤

体积(GTV)、临床靶区体积(CTV)，双肺受照超过 5 Gy 、10 Gy、20 Gy 的体积占全肺体积的百分

比( 肺 V5、V10、V20 ) ，气管受量，心脏受量，脊髓受量。  

结果  MRI 勾画靶区的 GTV、CTV 均小于 CT 勾画靶区， 肺、心脏、脊髓、气管受量均较 CT 勾画

靶区低，P 均＜0.05。  

结论  MRI-CT 图像融合基础上勾画靶区制定放疗计划，靶区更精确，可更有效保护周围正常组织

和器官。  

 
 
PS-175 

回顾性分析局部治疗联合全身化疗在治疗食管癌肺 

转移患者中的应用 

 
张军华 邓家营 朱晗婷 陈赟 刘琪 艾沓杉 赵快乐 樊盿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通过分析食管癌肺转移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方法，探讨手术、放疗等局部治疗联合化疗在

治疗食管癌肺转移中的作用 

方法  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9.01-2013.12 所收治的食管癌患者，诊断为食管癌肺

转移的纳入研究范围，统计分析患者性别、年龄、食管癌部位、食管癌初治分期、食管癌初次治疗

方法、食管癌无肺转移进展时间、肺转移合并其他转移情况、肺转移肿瘤直径、肺转移瘤病灶数、

肺转移瘤治疗方法等各种指标，通过 SPSS 软件分析相关的生存特点及其之间的关系。 

结果  共纳入 200 例食管癌肺转移患者，年龄范围 36-80 岁，174 例男性，26 例女性；颈上段食管

癌 128 例，中下段 72 例；食管癌初治分期为 I-II 期 45 例，III-IV 期 155 例；食管癌初次治疗时，

手术者 94 例，根治放疗和或者化疗者 106 例；食管癌至肺转移时间间隔小于等于 1 年者共 122

例，大于 1 年者 78 例；仅出现肺转移者 87 例，合并其他部位转移共 113 例；肺部转移瘤直径

<=2cm 患者 155 例，>2cm 为 45 例；肺部转移瘤数目<=3 共 128 例，大于 3 者为 72 例；食管癌

出现肺转移后选择局部手术或者局部放疗联合化疗者 56 例，单纯化疗 144 例；所有患者确诊为食

管癌肺转移后其 1 年、3 年生存期分别为 55%，13%；食管癌仅出现肺部转移者其 3 年生存期为

17%,合并其他部位转移者为 10%，两者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1）；肺部转移瘤数目<=3 者肺转

移后的 3 年生存期为 17%，大于 3 者为 6%，两者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1）；出现肺转移后选

择局部治疗联合化疗其 3 年生存期为 30%，仅全身化疗者为 7%，两者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0）；通过多因素分析显示，食管癌肺转移后选择局部治疗联合化疗为独立的预后影响因素。 

结论  1. 食管癌初治分期、食管癌初次治疗方法、肺转移瘤直径、食管癌至肺转移进展时间不影响

食管癌肺转移后的预后；肺转移是否合并其他部位转移、肺转移瘤病灶数、肺转移瘤治疗方法影响

食管癌发生肺转移后的预后；2. 食管癌肺转移患者选择合适的局部治疗加全身化疗相对于单纯全身

化疗可以延长生存。3.由于样本量有限，有待于大规模的临床数据及前瞻性对照研究进一步验证。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912 

 

PS-176 

AGGF1 在食管鳞癌组织的表达及其与放疗预后的关系 

 
陆艳荣

1
 张瑾熔

1
 吴旻

2
 李曾艳

2
 

1.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新疆医科大学 

 

目的  放射治疗是食管癌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本研究旨在探讨食管鳞癌组织中 AGGF1 的表达，

及其与食管鳞癌临床病理特征、放疗疗效及预后的关系。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 SP 法，对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胸腹放疗科收治的 70 例食管鳞癌和 30

例正常食管组织中 AGGF1 进行检测，并对其表达与食管鳞癌患者放疗的预后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  AGGF1 在食管鳞癌组织中的表达高于正常食管组织（χ2＝8.129，P=0.004）。食管鳞癌中

AGGF1 的阳性表达与食管鳞癌 TNM 分期、临床分期、组织病理学及预后密切相关（P 均＜

0.05）。AGGF1 阳性表达组 OS 较阴性组短，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5）。Cox 多因素回

归分析显示，AGGF1 及 VEGF 阳性表达（P＝0.043、0.024）、临床分期（P＝0.035）是食管鳞

癌患者生存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AGGF1 在食管鳞癌组织中高表达，并与食管鳞癌临床病理因素、生存预后密切相关，可为提

高食管鳞癌的放疗效果和改善生存预后提供新的分子靶点。 

 
 
PS-177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GST-pi and P21 predicted the 

survival of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ima patients 

treated with chemo-radiotherapy after resection 
 

Zhang junhua,Deng jiaying,Meng jin,Ai tashan,Chen yun,Liu qi,Zhao kuaile,Fan min 

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Shanghai， China 200032 

 

OBJECTIVE  Identifying novel molecular markers for assessing clinical outcome is crucially 
needed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predictive tools and may help in the selection of treatment 
options. Here, we aimed to analyz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GST pi and P21expression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METHODS   Between 2009 and 2012, 324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patients 
underwent surgical resection in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was used to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GST pi and p21 in all cases.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ir expression and  survival. 
RESULTS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of GST pi and p21 in 324 ESCC patients was 82.1% and 
65.7%, respectively. The 5-year survival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ESCC patients with 
positive expression of GST pi than that in the patients with negative expression of GST pi (40% 
vs. 79%, P=0.025).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of P21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 shorter 
overall survival (42% vs. 53%, P=0.035). Multivariate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GST pi remain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in ESCC patients (P=0.004). 
However, p21 expression does not remain of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for patients while adjusting 
for AJCC classificatio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of GST pi i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ESCC patients, which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carcinogenesis process. 
Positive expression of GST pi is correlated with poor survival, and these results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rgeted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E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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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78 

照射范围及放疗技术对纵隔淋巴瘤剂量学的影响 

 
袁媛 庞金猛 吴峥 肖荦 李金娇 刘媛媛 朱苏雨 

湖南省肿瘤医院 410013 

 

目的  对累及纵膈区恶性淋巴瘤进行累及野放疗(involved-field radiotherapy ,IFRT)及累及处放疗

(involved-site radiotherapy ,ISRT)两种不同放射治疗设野方式分别在常规前后对穿野放疗

（parallel-opposed ,POP）计划及调强放疗(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计划中的剂量

学对比。 

方法  对均累及纵膈的 20 个淋巴瘤患者均分别按照 IFRT 及 ISRT 的放疗照射野的概念勾画放疗靶

区,再用这两个不同照射概念的靶区分别按照常规前后对穿野及五野调强分别制作放疗计划。先对

比两种不同照射野概念靶区体积（(planning tumer volume，PTV）的区别。再对比两种设野在两

种不同计划 POP 及 IMRT 中 PTV 的覆盖及危及器官的剂量的区别。最后分别比较两种不同放疗方

式在 IFRT 及 ISRT 两种设野概念中的 PTV 覆盖及危及器官剂量分布对比。 

结果  所有病人 ISRT-PTV 的靶区体积明显小于 IFRT-PTV 的靶区体积。在 POP 计划中，IFRT 及

ISRT 的 PTV 的适形指数及 Dmean 无明显区别；在 IMRT 计划中，ISRT 的适形指数、均匀性及

Dmean 均比 IFRT 好。ISRT 设野靶区中的危及器官，均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在不同放疗技术的对

比中，在 IMRT 计划中有更好的适形指数并可以明显降低心脏、脊髓及肺的高剂量照射体积。但乳

腺的 V4，Dmean 在前后野放疗计划中有更好保护。而对于肺的低剂量 V5，在 ISRT 设野方式中，

肺 V5 在 POP 计划中明显更低。 

结论  在累及纵隔区恶性淋巴瘤 ISRT 设野中，比 IFRT 明显减少了靶区体积。在 ISRT 设野中，无

论是调强计划或前后野放疗，对危及器官均有更好保护。调强计划对心脏、脊髓保护有优势，但增

加了肺及乳腺的低剂量体积，可能导致第二原位癌风险增加。        

 
 
PS-179 

胸段食管鳞癌术后腹腔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分析 

 
刘琪 赵快乐 傅小龙 朱正飞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0032 

 

目的  食管鳞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进行食管癌手术后的患者，区域淋巴结复发是一种常

见的复发模式。在本中心既往研究中发现食管癌术后淋巴结复发以双侧颈部及上纵隔区域多见，因

此对这些区域进行术后预防放疗可能是降低区域复发率的手段之一。但仍有约 20%左右的患者出

现术后腹腔淋巴结转移，且腹腔淋巴结转移被认为是远处转移发生的开始。这些患者从术后预防放

疗中可能获益较小。因此，本研究旨在分析出现术后腹腔淋巴结转移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为筛

选不适合术后辅助放疗的人群奠定基础。 

方法  收集 2008 年-2011 年在我院行食管鳞癌根治手术且有完整随访病历及影像的患者共 407 例，

记录各患者在随访过程中首次出现失败的时间、部位以及手术时的病变部位、分期、手术方式、淋

巴结清扫范围、术后病理类型、脉管神经侵犯、术后辅助化疗情况等，对于出现腹腔淋巴结转移的

患者，分析其临床及病理特征与未出现腹腔转移的患者有何区别。 

结果  407 例患者中共 207 例患者随访到局部区域复发及远处转移，中位随访时间 26 月。其中，

26 例患者出现腹腔淋巴结转移，主要集中在腹腔干周围（12/26）及腹膜后（16/26）区域。在单

因素分析中，病理脉管侵犯、N 分期及术后辅助化疗为发生腹腔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P 均小于

0.05）。而病变位置、T 分期、淋巴结清扫方式、神经侵犯等未提示与腹腔淋巴结转移相关。多因

素分析结果显示，N 分期为腹腔淋巴结转移的预测因子（p=0.001）。 

结论  对于食管鳞癌手术后的患者，若术后病理提示转移淋巴结个数较多、脉管侵犯，则可能提示

患者发生腹腔转移的风险增加。这些患者从术后辅助放疗中获益有限，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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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80 

食管鳞癌根治性放化疗后局部复发的再次放疗 

 
郑保珍 李杰 杜文静 王菁 

山西省肿瘤医院 030013 

 

目的  通过食管鳞癌根治性放化疗后局部复发、再程放疗取得较好疗效的典型病例分析综合评价二

次放疗的可行性和临床价值，为再程放疗适应症筛选提供参考。  

方法  总结食管鳞癌根治性放化疗后局部复发、再程放疗疗效较好的 6 例病例，2 例行调强放疗，2

例行适形放疗，其中 3 例 DT 59.4Gy/33 次，1 例 50.4Gy/28 次，分割剂量均为 1.8GY；另外 2 例

行三野同中心常规放疗，分割剂量 1.9Gy  DT60.8GY/32 次。放疗结束后 1 月疗效评价均达 CR，

并行 2-4 周期 TP(紫杉醇+顺铂)方案化疗。再次放化疗后继续随访,最短随访时间已超过 2 年，期间

每间隔 3-4 月复查或随访，末次随访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结果  6 例患者首次放疗前分期为 T1-3N0-1M0,复发位置均在食管中上段原位复发，复发时间距首

次放化疗结束均在 2 年以上,最长达 8 年，所有病例经定期复查上消化道造影及胃镜检查并经病理

诊断确诊为复发，但无吞咽不适等食管癌症状,超声及胸腹部 CT 证实无远处淋巴结转移和脏器转

移，病理分期为 T1-2、N0-1、M0。放疗结束后行巩固化疗。治疗结束后近期疗效评价为完全缓

解。放疗期间无明显毒副反应。除 1 例半年后出现明显食管狭窄外,无放射性肺炎、放射性脊髓

炎、食管穿孔、食管气管或纵隔瘘等并发症。患者再次放化疗结束后生存期均超过 2 年,最长生存

时间已达 4 年。  

结论  食管鳞癌根治性放化疗后定期复查至关重要，早期发现局部复发，复发 T 分期早(T1-2)且无

远处淋巴结及脏器转移,复发距首次放疗时间长的病例二次放疗可能得到更好的局部控制，延长患

者生存期。 

 
 
PS-181 

A phase II study of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with 

weekly paclitaxel and 5-fluorouracil in advanced 

oesophageal carcinoma 
 

Xia Yi
1,2

,Li Yun-hai
2
,Chen Yun

1
,Zhang Jun-hua

1
,Liu Qi

1
,Deng Jia-ying

1
,Ai Ta-shan

1
,Zhu Han-ting

1
,Zhao Kuai-le

1
 

1.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China; Department of 

Oncology，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Department of Radiation Onc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Minhang Branch， Shanghai 

 

Background  A phase II study was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weekly 
doses of combined paclitaxel and 5-fluorouracil (5-FU) with concurrent radiation therapy, followed 
by 2 cycles of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for advanced oesophageal carcinoma. 
Methods  Eligibility criteria included local, advanced, newly diagnosed and postoperative local 
region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ECOG) score ≤ 2; and 
adequate organ function. Patients received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consisting of 
radiotherapy (50.4 Gy/28 Fx or 61.2 Gy/34 Fx) and concurrent paclitaxel (50 mg/m2) and 5-FU 
(300 mg/m2) for 96 hours on days 1, 8, 15, 22, and 29. The two-cycle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protocol was paclitaxel (175 mg/m2) plus continuously infused 5-FU (1800 mg/m2) 
for 72 hours administered on days 57 and 85, followed by 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 
Results  Between February 2012 and August 2013, 53 patients with oesophageal carcinoma 
were assigned to enrolment in the study. Among the patients, 33 (62.2%) were newly diagnosed, 
and 20 (37.7%) had postoperative local region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The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time was 17.9 months (95% CI 11.9-23.9), and the 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time 
was 12.4 months (95% CI 8.6-16.1). A total of 84.9% (45/53) and 50.9% (27/53)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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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d ≥ 5 cycles and all 7 cycles of chemotherapy, respectively. A total of 86.7% (46/53) 
patients completed radiation therapy. The 1-, 2-, and 3-year overall survival rates were 66.0%, 
37.7%, and 35.8%, respectively. The 1-, 2-, 3-year local control rates were 76.9%, 66.4%, and 
66.4%, respectively. Grade 3 to 5 toxicity during chemoradiotherapy included neutropaenia 
(7.5%), thrombocytopaenia (1.8%), fatigue (7.5%), anaemia (1.8%), dermatitis radiation (1.8%), 
pneumonitis (5.6%), oesophagitis (9.4%) and vomiting (3.7%). 
Conclusions  I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oesophageal cancer, the combination of weekly 
doses of paclitaxel and 5-FU was well tolerated and produced exciting results. A randomised 
phase III trial (NCT01591135) comparing paclitaxel plus 5-FU with cisplatin plus 5-FU is on-going 
at our hospital. 
 
 
PS-182 

食管癌术后局部复发血清 SCC-Ag、CEA 和 CYFR21-1 的诊断价值

及其与预后关系的生存分析 

 
倪新初 聂斌 王坚 于静萍 李栋庆 胡莉钧 孙志强 李毅 孙威 倪昕晔 孙苏平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00948 

 

目的  通过检测血清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Ag）、细胞角化素蛋白片段 19（CYFRA21-1）和

肿瘤癌胚抗原（CEA）的水平，探讨其对食管癌术后局部复发的诊断价值，分析其与预后的生存关

系。 

方法  63 例食管癌术后局部复发患者、30 例正常人血清样品用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测定

SCC-Ag、电化学发光法方法测定 CYFR21-1 和直接化学发光法测定 CEA 的水平，复发患者采用

放疗或放化疗，用 Kaplan-Meier 法和 Logrank 法比较生存率。多因素 COX 回归生存分析研究独立

预后因素。 

结果  与正常人血清样品相比，食管癌术后复发患者 SCC-Ag 和 CYFRA21-1 水平明显升高

（t=4.79、7.86，p<0.05），两项标志物的阳性检测率分别为 67.7%、69.4%，CEA 的水平无明显

差异。食管癌病理分期与患者复发时 SCC-Ag 和 CYFR21-1 的水平相关，与 CEA 的水平无相关关

系。本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 13.0 个月(95％CI 8.3-17.7 个月)，治疗后 1、2、3、5 年累积生存率分

别为 46.1%、19.7%、12.3%、8.2%。放疗或放化疗能降低术后局部复发患者血清 SCC-Ag 和

CYFR21-1 水平（t=3.24、3.79，p<0.05），治疗前后血清 CEA 水平无明显差异。复发时血清

SCC-Ag、CYFR21-1 阴性组患者生存时间高于阳性组患者。多因素 COX 回归生存分析未发现独

立预后因素。 

结论  血清肿瘤标志物 CEA 和 CYFR21-1 对食管癌术后局部复发的诊断具有临床价值，放疗或放

化疗仍能使部分复发患者获得长期生存。 

 
 
PS-183 

EGFR、COX-2 与食管鳞状细胞癌放射敏感性的相关性研究 

 
陈博

1
 段萍

1
 李涛

2
 

1.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2.四川省肿瘤医院 

 

目的  观察食管鳞状细胞癌组织中环氧合酶-2（COX-2）、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表达，

探讨 COX-2、EGFR 表达程度与食管鳞癌临床病理因素及疗效的相关性；探索影响食管鳞癌患者

放射敏感性及预后的指标，为制定合理的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材料和方法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行单纯放射治疗的 106 例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肿瘤组织标

本中 COX-2、EGFR 蛋白表达水平。采用 X2 检验、spearman 相关、Kaplan-Meier 生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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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rank 检验、Logistic 回归以及 Cox 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分析 COX-2、EGFR 蛋白表达水平

与临床因素、病理因素、放射敏感性及单纯放疗预后的关系。 

结果  COX-2、EGFR 蛋白在食管鳞癌组织中的表达的阳性率分别为 64.2％和 72.6％，COX-2 在

胸中段食管癌的阳性表达低于颈段及胸上段和胸下段食管癌（P=0.035）；COX-2 的阳性表达随 T

分期的增加而增加，两者呈正相关（P=0.047）；COX-2 的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及 TNM 分期呈正相

关。EGFR 的表达与肿瘤分化程度成负相关（P=0.017）,分化程度越低，表达越高；有淋巴结转移

的食管癌 EGFR 的表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者（P=0.029）。COX-2 的表达与 EGFR 的表达的相关

性无统计学差异。COX-2 表达与食管癌放射敏感性相关，但不是独立的影响因素。全组完全缓解

（CR）41 例（38.7％），部分缓解（PR）55 例（51.9％），SD 为 10 例（9.4％），PD 为 0 例

（0％）。全组 1、2、3 年总生存率 71.6％、35.1％、24.3％。多因素分析显示食管周围组织器官

浸润、淋巴结转移、声音嘶哑、病灶长度、放射治疗总疗程、EGFR 阳性表达和 COX-2 与 EGFR

同时过表达是独立的预后因素。 

结论  COX-2、EGFR 在食管鳞癌组织中普遍表达，COX-2 的表达与肿瘤 T 分级相关、淋巴结转

移、TNM 分期相关；EGFR 的表达与肿瘤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TNM 分期相关。COX-2 表达与

食管癌放射敏感性相关，但不是独立的影响因素。EGFR 阳性表达、COX-2 与 EGFR 同时过表达

是食管鳞癌单纯放疗的独立预后因素，同时也可以作为预测食管癌放射敏感性的指标。 

 
 
PS-184 

同步加量调强与三维适行放疗对食管癌近期疗效及对食管黏膜损

伤的对比研究 

 
崔莹 蒋有华 吴翔 沈红昌 宋高锋 王利英 

洛阳市解放军第五三四医院 471003 

 

目的  探讨同步加量调强与三维适行放疗对食管癌近期疗效，以及对食管黏膜损伤的临床价值。 

方法  76 例食管癌患者，分为调强治疗组和三维适行治疗组，治疗前均行胃镜和钡餐检查，治疗中

定期行影像学检查。 

结果  调强放疗组与三维适行放疗组食管癌近期 CR 和 PR 分别为：83.3%（30/36）和 77.5%

（31/40）；16.6%（6/36）和 22.5%（9/40），两组总有效率（CR+PR）达到 100%

（ P=0.365），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急性放射性食管黏膜损伤Ⅰ级分别为：52.7%（19/36）和

30%（12/40）；Ⅱ+Ⅲ级分别为：47.2%（17/36）和 65.0%（26/40）（ P=0.043），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同步加量调强放疗对食管癌近期疗效稍高于三维适行放疗，但能显著降低放射线引起的急性

食管黏膜损伤。 
 
 

PS-185 

P53、Ki-67、PCNA 的表达与食管鳞癌放疗近期疗效及 

预后的关系 

 
杜云翔 韦淑贞 张闯 杨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82 医院 223000 

 

目的  探讨食管鳞癌组织中 P53、Ki-67 及 PCNA 的表达与食管癌患者放疗近期疗效和预后的关

系。 

方法  收集在我院接受放疗的食管癌患者 83 例，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癌组织中 P53、Ki-67 及

PCNA 的表达，并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放疗疗效和预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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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p53 的表达与肿瘤分化程度、分期、淋巴结转移、放疗近期疗效、预后明显相关( P ＜ 

0.05)，Ki-67 的表达与肿瘤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放疗近期疗效明显相关( P ＜ 0.05)，PCNA 的

表达与肿瘤分期、淋巴结转移、放疗近期疗效明显相关( P ＜ 0.05)。 

结论   p53、Ki-67 及 PCNA 蛋白可作为评价食管癌发生发展、放射敏感性的生物学指标，P53 可

作为评价食管癌预后的有效指标。  

 
 
PS-186 

P53、Ki-67、PCNA 的表达与食管鳞癌放疗近期疗效及 

预后的关系 

 
杜云翔 韦淑贞 张闯 杨艳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82 医院 223000 

 

目的 探讨食管鳞癌组织中 P53、Ki-67 及 PCNA 的表达与食管癌患者放疗近期疗效和预后的关系。 

方法 收集在我院接受放疗的食管癌患者 83 例，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活检癌组织中 P53、Ki-67

及 PCNA 的表达，并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放疗疗效和预后的关系。 

结果 p53 的表达与肿瘤分化程度、分期、淋巴结转移、放疗近期疗效、预后明显相关( P ＜ 

0.05)，Ki-67 的表达与肿瘤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放疗近期疗效明显相关( P ＜ 0.05)，PCNA 的

表达与肿瘤分期、淋巴结转移、放疗近期疗效明显相关( P ＜ 0.05)。 

结论 p53、Ki-67 及 PCNA 蛋白可作为评价食管癌发生发展、放射敏感性的生物学指标，P53 可作

为评价食管癌预后的有效指标。  

 
 
PS-187 

食管鳞癌组织中 HIF-1α、VEGF 和 EGFR 蛋白的表达与 

预后的关系 

 
冯阳阳 

宁夏医科大学总院肿瘤医院 750004 

 

目的  探讨食管鳞癌组织中 HIF-1α、VEGF 和 EGFR 蛋白的表达与预后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自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5 月间收治的食管鳞癌患者 73

例，其中放射治疗 36 例，手术+辅助性放疗 21 例，手术后局部复发以及区域复发放疗 16 例。采

用 3D-CRT30 例，IMRT43 例。放疗中位剂量 58Gy。应用免疫组化 SP 法检测 73 例食管鳞癌组织

中 HIF-1α、VEGF 和 EGFR 蛋白表达，同时于 37 例手术标本中随机抽取 14 例,取其手术切缘正常

组织作为对照组。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进行 x2 检验， 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

并 Logrank 法检验和单因素预后分析，Cox 法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 HIF-1α、VEGF、EGFR 在全组食管鳞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为分别 70.0%、84.9%、80.8%，

而在癌旁正常组织中的阳性表达分别为 14.3%、14.3%、28.6%，其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

均＜0.05。全组 1、2、3 年 OS 和 PFS 分别为 80.7% 、36.1% 、22.2%和 37.0% 、21.5% 、

19.7%。中位 OS 时间为 21 月（95%  CI 为 17.1～24.9 个月），中位 PFS 时间为 9 个月

（95%  CI 为 6.1～11.9 个月）。单因素分析显示影响 OS 的因素有 N 分期和近期疗效(P=0.01 和

0)，影响 PFS 的因素有 N 分期、近期疗效、放疗剂量和治疗方式（P=0.008、0、0 和 0.011）；

多因素分析发现 N 分期、近期疗效是影响 OS 的因素（P=0.024 和 0），而性别、VEGF 表达情况

和近期疗效是影响 PFS 的因素（P=0.039、0.038 和 0）。 

结论  HIF-1α、VEGF 和 EGFR 在食管鳞癌中阳性表达率均高，VEGF 表达情况、性别、N 分期和

近期疗效是影响生存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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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88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在食管癌放疗中的应用进展 

 
李广虎 钱立庭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目的  评估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在食管癌放疗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检索 DWI 在食管癌原发灶及淋巴结诊断中的应用，DWI 在食管癌靶区勾画中及放疗疗效评

估、预后判断的价值中的文献，进行评估。 

结果  鉴于 DWI 可更好显示肿瘤长度、边界和范围及对淋巴结定性定量判断有重要参考价值，

DWI/CT 融合图像更有利于靶区勾画。在食管癌的放疗或同步放化疗中，DWI 检查能够弥补单纯依

据造影评价近期疗效的不足，监测 ADC 值的变化，有助于早期疗效预测和预后判断。 

结论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作为一种无辐射、无创的检查手段，对食管癌的诊断及分期已表现出独

特优势，DWI/CT 图像融合使食管癌放疗靶区勾画更为准确，磁共振 DWI 检查在食管癌放疗及同步

放化疗疗效评价方面可提供直观、准确的参考信息，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PS-189 

42 例胸腺瘤或胸腺增生伴重症肌无力同时合并甲状腺功能亢进

患者临床分析 

 
李月敏 冯小兵 

解放军第 309 医院 100091 

 

目的  探讨胸腺瘤或胸腺增生伴重症肌无力同时合并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的临床特点及预后。 

方法  应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解放军第 309 医院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MG

伴甲状腺功能亢进同时合并胸腺瘤或胸腺增生住院患者 42 例，对其临床特点、甲状腺相关抗体的

相关性和预后的关系等进行分析。 

结果  42 例患者中，胸腺瘤伴 MG 及甲亢的患者占 28.6%（12 例），胸腺增生伴 MG 及甲亢的患

者占 71.4%；其中女性占 52.4%（22 例），男性占 47.6%（20 例）。胸腺瘤伴 MG 及甲亢患者平

均发病年龄为 42.6 岁，胸腺增生伴 MG 及甲亢患者平均发病年龄为 31.3 岁；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阳性率分别为为 75%和 56.7%（P<0.05）；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92.5%和 100%。 

结论  胸腺瘤或胸腺增生同时合并 MG 和甲亢患者较单纯胸腺瘤或胸腺增生患者发病年龄更加年

轻，胸腺瘤合并 MG 及甲亢较胸腺增生合并 MG 及甲亢患者发生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可能性高。 

 
 
PS-190 

累及野放疗联合紫杉醇及卡铂周方案化疗治疗食管癌的临床观察 

 
宋玉芝 乔学英 甄婵军 周志国 白文文 李静 刘明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观察累及野调强放疗联合周方案的紫杉醇及卡铂化疗治疗食管癌患者的疗效、毒副反应、生

存预后。 

材料与方法  前瞻性收集我科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连续就诊的食管癌患者 24 例，平均年龄

62 岁（50-69 岁），Ⅱa 期 1 例，Ⅱb 期 7 例，Ⅲa 期 4 例，Ⅲb 期 4 例，Ⅲc 期 3 例，Ⅳ期 5 例。

所有患者均行累及野调强放疗，剂量 6000cGy/30 次，放疗开始每周给予紫杉醇 45mg/m2 d1+卡

铂 AUC=2 d1 化疗，同期放化疗结束后再进行 2 周期化疗（紫杉醇 150mg/m
2
 +卡铂 AUC=5 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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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方案）。治疗结束及结束后 1 月评价近期疗效，90 天内评价急性期毒副反应情况，观察患者的

毒副反应、治疗疗效及生存预后。 

结果 （1）、全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 12 个月（2.5-37 个月），至末次随访日期 2016 年 4 月 25

日。存活 17 例，死亡 7 例，局部复发 4 例，局部未控 1 例，转移 2 例，1 年、2 年总生存率分别

为 80.6%、52.9%，1 年、2 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 83.8%、62.1%。（2）、全组患者放疗天数中

位值 43 天（40-64 天），均完成放疗，4 人有放疗中断情况，完成 4 周次及以上周方案化疗者 10

例（41.6%），完成 3 周次、2 周次、1 周次周方案化疗者 11 例、1 例、2 例。近期疗效评价达

CR 者 8 例（33.3%），PR 者 15 例（62.5%），SD 者 1 例（4.2%），治疗有效率 95.8%。

（3）、急性放射性肺炎：1 级 75%（18/24），2 级 12.5%（3/24），3 级 8.3%（2/24）；急性

放射性食管炎：1 级 37.5%（9/24），2 级 45.8%（11/24），3 级 16.7%（4/24）；骨髓抑制：1

度 16.7%（4/24），2 度 45.8%（11/24），3 度 16.7%（4/24），4 度 4.2%（1/24）；胃肠道反

应：1 度 54.2%（13/24），2 度 25%（6/24），3 度 20.8%（5/24）。（4）、晚期放射性肺损

伤：1 级 66.7%（16/24），2 级 16.7%（4/24）；晚期放射性食管损伤：1 级 58.3%（14/24），2

级 8.3%（2/24），3 级 4.2%（1/24），4 级 4.2%（1/24）。 

结论 累及野调强放疗联合周方案的紫杉醇及卡铂化疗治疗食管癌患者的疗效可，但毒副反应偏

大，耐受性一般。 

 
 
PS-191 

沙利度胺联合放化疗治疗食管癌随机对照研究 

 
王坚 于静萍 汪建林 倪新初 孙志强 孙威 聂斌 孙苏平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放疗科 213003 

 

目的 评价沙利度胺联合放化疗治疗食管癌的安全性及疗效。 

方法 对 102 例食管鳞癌患者进行放化疗。放疗前、放疗中每周、放疗结束后 1 周测定患者血清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水平。放疗中较放疗前血清 VEGF 水平不降低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试

验组和对照组，另将血清 VEGF 下降患者设为阴性对照（VEGF 降低组）。试验组放化疗过程中给

予沙利度胺治疗，对照组和 VEGF 降低组行常规放化疗。 

结果  95 例患者完成治疗且随访资料齐全，其中试验组 24 例，对照组 24 例，VEGF 降低组 47

例。沙利度胺副作用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嗜睡。全组 1、3 年生存率分别为 68.4%、22.3%；1、3

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56.8%、19.5%；1、3 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83.6%、51.6%。中位生存期和

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 18.2 月和 15.8 月。试验组、对照组、VEGF 降低组患者生存曲线、无进

展生存曲线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局部晚期患者（Ⅱ、Ⅲ期）亚组分析显

示，试验组、对照组、VEGF 降低组患者 3 年生存率和 3 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31.3%、0.0%、

20.0%和 31.3%、0.0%、16.7%，试验组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放疗

后与放疗中血清 VEGF 水平比较，试验组和对照组降低、不变、升高的病例数分别为 13、11、0

例和 4、15、5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放疗后血清 VEGF 降低和不变的患者

1 年生存率、3 年生存率、1 年无进展生存率、3 年无进展生存率、3 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92.3%、

55.6%、84.6%、55.6%、100%和 45.5%、0.0%、27.3%、0.0%、0.0%，血清 VEGF 降低患者均

好于不变患者（均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TNM 分期、放疗后病灶残存是影响食管癌患者

生存时间的独立因素（均 P＜0.05）。 

结论 沙利度胺可能改善放疗中血清 VEGF 水平不降低的局部晚期食管癌患者预后，其治疗毒副作

用可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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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92 

同期放化疗在 65 岁以上食管鳞癌中的应用及疗效分析 

 
胡莉钧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13003 

 

目的  研究以紫杉醇联合顺铂方案的同期放化疗在 65 岁以上非手术食管鳞癌患者中的应用及临床疗

效。 

方法  回顾分析 92 例 65 岁以上因医学原因无法或拒绝接受手术治疗的食管鳞癌患者，根据其治疗

方案分为同期放化疗组（CCRT）和单纯放疗组（RT），通过随访比较其有效率、总生存率、无进

展生存率和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治疗失败率。 

结果  全组患者随访率 100%，中位生存期 26 个月，1 年和 3 年生存率分别为 70.3%、34.6%；同

期放化疗组和单纯放疗组的有效率（CR+PR）分别为 91.3%和 73.9%（χ2=4.842，P=0.028）；

中位生存期、1 年和 3 年生存率分别为 33 个月、76.9%、43.5%和 21 个月、63.7%、28.8%

（c2=4.42，P=0.036）；中位无进展生存期、1 年和 3 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28 个月、66.6%、

39.0%和 14 个月、53.6%、18.8%（c2=4.56，P=0.033）；≥3 级骨髓抑制发生率分别为 43.48%

和 4.35%（c2=19.36，P=0.000），≥2 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分别为 58.70%和 30.43%

（c2=7.44，P=0.006）；全组无治疗相关性死亡病例发生。 

结论  以紫杉醇联合顺铂方案的同期放化疗能够显著提高 65 岁以上非手术食管鳞癌患者近期疗效和

长期生存率，但不良反应也相应增加，需加强对症支持治疗。 

 
 
PS-193 

放疗联合泰欣生治疗老年食管癌的 II 期临床研究 

 
付志雪 杨旭 梁军 陈东福 惠周光 周宗玫 王绿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观察放疗联合泰欣生治疗老年食管癌患者的毒副反应和疗效。 

方法  筛选从 2011 年 9 月至 2015 年 7 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老年食管癌患者。

经病理或细胞学确诊的Ⅱ期（不能耐受手术或拒绝手术）、Ⅲ期或仅有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的Ⅳ期胸

段食管癌接受放疗，同时接受每周一次的泰欣生治疗，观察其毒副反应和疗效。 

结果  共入组 43 例患者，其中鳞癌 42 例（91.7%），腺癌 1 例（2.3%）。男性 31 例

（72.1%），女性 12 例（27.9%）。全组中位年龄 77 岁（70 到 90 岁），每日饮白酒 2 两以上的

患者有 26 例（60.5%），吸烟患者有 24 例（55.8%）。疗前饮食状态：普食、软食、半流食、流

食各 8 例（18.6%）、15 例（34.9%）、7 例（16.3%）、13 例（30.2%）。疗前体重下降 5Kg 以

下 31 例（72.1%），以上 12（27.9%）。疗前无合并症的 2 例（4.7%），有 1 项合并症的 17 例

（39.5%），有 2 项以上合并症的 24 例（55.8%）。疗前的 KPS 评分 60、70、80 和 90 分各 1 例

（2.3%）、5 例（11.6%）、33 例（76.7%）和 4 例（9.3%）。原发灶在胸上、中、下段的分别

有 13 例（30.2%）、22 例（51.2%）、8 例（18.6%）。原发灶长度<5cm 有 11 例（25.6%），

≥5cm 的 32 例（74.4%）。疗前临床分期为 II 期、III 期、IV 期患者分别有 10 例（23.35%）、25

例（58.1%）、8 例（18.6%）。接受放疗剂量≤40Gy 有 3 例（7%），50Gy 到 60Gy 有 5 例

（11.6%），≥60Gy 有 35 例（81.4%）。泰欣生使用 4 次有 3 例（7%），5 次以上 40 例

（93%）。治疗结束疗效评价达到 CR、PR、SD 和 PD 的分别有 1 例（2.3%）、30 例

（69.8%）、10 例（23.3%）和 2 例（4.7%）。随访截止日期 2016 年 9 月，中位随访时间 17 个

月。全组中位生存时间 17 个月，1 年、2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66.3%和 28.3%。中位无进展时间为

10 个月，1 年、2 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42.9%和 28.3%。3 级以上消化道反应、放射性食管炎、

粒细胞下降、血小板下降分别为 1 例（2.3%），3 例（7%）、2 例（4.6%）、1 例（2.3%），2

级放射性肺炎 3 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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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放疗联合泰欣生治疗老年食管癌是安全而且有效的，远期疗效有待进一步观察。 

 
 
PS-194 

胃镜下钛夹标记指导食管癌靶区勾画及食管动度的研究 

 
柴广金 赵丽娜 侯冰心 吕博 殷雨天 石梅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710032 

 

目的  比较胃镜下钛夹标记和多模态影像指导食管癌勾画 GTV 的长度，利用钛夹分析食管动度的变

化规律。 

方法 分析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4 月间在西京医院接受根治性放疗的 42 例食管癌患者，所有患

者均病理证实为食管鳞癌。放疗剂量：56-59.36Gy/28F；同期化疗方案依据患者身体状况采用

TP、PF 或口服卡培他滨。全组患者均接受内镜下钛夹标记病变上下端（早期患者碘染），标记后

接受 CT 模拟定位扫描，利用多模态影像：食管造影、 内镜描述、胸部增强 CT 和/或 PET-CT 勾

画 GTV；钛夹标记后 GTV 勾画原则：上界为上钛夹最先显影的 CT 层面；下界为下钛夹显影结束

的 CT 层面；扫描前于模拟机透视观察食管内钛夹平静呼吸时 X、Y、Z 方向动度。 

结果  全组男性 30 例，女性 12 例，中位年龄 65 岁；食管 EUS 分期：T1、T2、T3、T4 患者分别

7 例、10 例、18 例、7 例；N0、N1、N2、N3 患者分别为 8 例、16 例、15 例、3 例；全组患者无

远处器官转移。上段 4 例，中段 17 例，下段 19 例，2 例患者为双段癌。19 例下段食管癌钛夹标

记后行 4D-CT 定位扫描，22 例患者行 PET-CT 定位。全组患者依据造影、内镜及 CT 勾画 GTV 长

度与依据钛夹勾画的 GTV 长度无明显区别（7.63±2.66cm vs7.85±2.73cm， P=0.559），钛夹标

记后勾画的 GTV 长度增大者 27 例（64.2%），减小者 11 例（26.1%），无变化 4 例（ 9.5%）。 

PET-CT 定位的 22 例患者中 GTVPET 的长度明显小于 GTV 钛夹长度（5.8±2.36 

cm vs7.2±1.64cm，P=0.03）。食管腔内钛夹动度：下段＞中段＞上段；其中下段钛夹动度 Y 轴最

大，介于 0.5-1.2cm，与 4D-CT 扫描动度基本一致（0.6-1.3cm）。 

结论  胃镜下钛夹标记可以客观的指导食管癌的靶区勾画，准确性与多模态影像参照下接近，在无

4D-CT 的情况下，可以利用钛夹动度较准确的反应肿瘤的动度。 

 
 
PS-195 

中下段食管癌调强治疗与三维适形治疗计划 剂量分布比较评估 

 
黄顺平 谭崇富 邹岚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西南医院 400038 

 

背景  常规的三维适形治疗但对于部分中下段食管癌难以取得良好剂量分布。本文通过比较调强计

划、适形计划在中下段食管癌中的剂量分布情况，为临床治疗选择提供参考。 

方法  38 例胸经病理学确诊中下段食管鳞癌患者，男性 27 例，女性 11 例，年龄 47~78 岁，中位

年龄 63 岁。西门子 Plus4 行 CT 定位，病灶最长为 12cm，最短为 5.5cm，平均长度为 7.5cm，其

中 21 例伴纵隔淋巴结转移。逐层勾画 GTV（原发灶）和 GTVnd（阳性淋巴结），GTV 周径外放

1cm~1.5cm，长径各外放 3cm 获得大致 CTV，逐层调整使 CTV 包含 GTV、GTVnd 及淋巴引流

区。CTV 外放 0.5cm~0.8cm 获得 PTV。勾画邻近重要器官包括脊髓、双侧肺脏等。瓦里安

Eclipse 8.6 计划系统分别制定调强放疗计划、适形放射治疗计划。调强计划：以 GTV 66Gy，

GTvnd 66Gy，CTV60G，设定 5 野或 7 野进行逆向优化；设定一前野+二后斜野的适形射野，使

PTV 剂量达到 60-66Gy。脊髓限制剂量 45Gy ，肺限制剂量 20％V≤20 Gy。用等剂量曲线以及剂

量体积直方图对计划进行评价。对 GTV、CTV、PTV 主要评价 95％等剂量范围所包括的体积百分

数，对脊髓、肺脏等重要器官则评价其超出限制剂量的体积百分数。[结果]调强计划 95％等剂量线

内 GTV、CTV、PTV 分别为平均 99.4％，98.2％、97.6％，适形计划 95％等剂量线内 G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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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V、PTV 分别为平均 97.0％、96.2％、95.2％。调强计划左肺 V20 平均为 20.8%；右肺 V20 平

均为 19.3％。脊髓最大受量 43.6Gy。适形计划左肺 V20 平均为 25.3%；右肺 V20 平均为

23.8％。脊髓最大受量 44.8Gy。 

讨论  中下段食管癌患者中，肿瘤偏心性生长、伴有纵隔淋巴结转移、病变较长、食管走形成角较

大的情况是制定治疗计划的难点。两种放疗计划能达到高度适形，均能给予偏心性肿瘤充分的包

括。调强放疗给予 GTVnd 较高剂量，使阳性的纵隔淋巴结得到更充分的照射。对于较长 GTV 或食

道走形成角的患者，调强计划优化斜野照射角度，从而明显降低双肺受量。  

结论 对于中下段食管癌，两种计划均能较好包含病灶范围，剂量分别基本均匀，脊髓、肺等重要

器官剂量能控制在限制范围内。调强计划对于伴纵隔淋巴结转移、原发病灶长、食管走形成角的患

者较适形放疗剂量分别有明显优势。 

 
 
PS-196 

胸段食管鳞癌术前同步放化疗与术前化疗的疗效分析 

 
门玉 惠周光 王绿化 

国家癌症中心 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00021 

 

目的  术前同步放化疗是食管癌推荐治疗方案，但两项 RCT 及一项荟萃分析对比术前化疗与术前同

步放化疗，结果并未发现两组的生存差异，而这些研究入组病例多为食管腺癌或胃食管交界处肿

瘤，此外，近几年化疗药物亦不断进步，综上，对于食管鳞癌，术前同步放化疗是否优于术前化疗

仍需进一步研究。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6 年 8 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行术前同步放化疗或术前

化疗加手术治疗的胸段食管鳞癌患者，放疗均采用常规分割的调强放疗，所有患者手术均采用根治

性食管切除加区域淋巴结清扫。采用 SPSS 22.0 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全组中位随访 31 月。共 101 例患者，术前同步放化疗 83 例，术前化疗 18 例，术后接受辅

助治疗的患者分别占 12%（10/83）和 72.2%（13/18），两组有统计学差异（p=0.000）。两组中

位年龄分别为 57 岁（28 岁-72 岁）和 59 岁（48 岁-67 岁）。两组性别、年龄、体重减轻、吸烟、

饮酒史、术前分期无差异。术前同步放化疗组与术前化疗组 R0 切除率分别为 97.6%和 72.2%

（p=0.000），降期率分别为 90.4%和 44.4%（p=0.000），pCR 率分别为 32.5%和 0%

（p=0.05），术前化疗组有更多的阳性脉管瘤栓及神经受侵（p=0.000，p=0.002）。两组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无差异（p=0.051）。术前同步放化疗组和术前化疗组的 1 年、2 年、3 年 OS 分别为

90.8%、68.2%、62.5%和 94.4%、69.9%、62.2%，1 年、2 年、3 年 DFS 分别为 73.2%、

64.6%、60.8%和 71.8%、53.8%、38.5%，1 年、2 年、3 年 LFRS 分别为 78.6%、65.4%、

61.6%和 71.8%、59.8%、44.9%，1 年、2 年、3 年 DMFS 分别为 82.7%、69.1%、63.4%和

83.3%、63.5%、52.9%，两组无论 OS 还是 DFS、LRFS、DMFS 均无统计学差异（p=0.754，

p=0.127，p=0.179 和 p=0.465）。 

结论  胸段食管鳞癌术前同步放化疗与术前化疗相比，可以获得更高的 R0 切除率及降期率，术后

病理 pCR 率亦显著提高，降低脉管瘤栓及神经受侵阳性率，但两组生存无统计学差异，可能与术

前化疗组更多的患者接受了辅助治疗相关，同时本组研究病例数较少，尤其术前化疗组，需扩大样

本量或前瞻性临床研究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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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97 

食管癌同期加量调强放疗联合同步化疗预后及毒副反应分析 

 
王军 王倩 王祎 刘青 程云杰 黄欣 刘丽娜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放疗一科 050011 

 

目的 观察食管癌同期加量调强放疗同期化疗患者的预后及急性期毒副反应。 

方法 将 2006 年 4 月～2014 年 4 月首诊就诊我院且经病理学证实的 83 例食管癌患者纳入本研究，

采用同期整合加量调强放疗技术，其中处方剂量为 GTV：66Gy/2.2Gy/30 次，CTV：

63Gy/2.1Gy/30 次，PTV：60Gy/2.0Gy/30 次。全部患者均接受同期化疗，其中方案 FP 方案化疗

71 例，TP 方案化疗 8 例，口服替吉奥 3 例，单药紫杉醇 1 例。评价同期加量调强放疗同期化疗食

管癌患者的近期疗效，1、3、5 年局控率、生存率、无远处转移生存率及无疾病进展生存率，观察

急性期毒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患者耐受性。结果 全组患者完成同期 2 周期化疗者 22 例，1 周期者

61 例；行巩固化疗者 22 例，未行巩固化疗者 61 例。肺平均受量为 13.3±3.2Gy，V20 为

24.9±5.4%；心脏平均受量为 17.4±1.3Gy，V50 为 10.3±10.6%；脊髓最大剂量为 43.5±1.7Gy。近

期疗效达 CR 者 26 例（31.3%），PR 者 56 例（67.5%），NR 者 1 例（1.2%），总有效率

（CR+PR）为 98.8%。全组发生急性血液系统毒副反应共 67 例（80.72%），3 级及以上者 14

例，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共 58 例（69.9%），2 级及以上者 22 例，急性放射性肺炎共 38 例

（45.8%），2 级及以上者 11 例。无治疗相关死亡。1、3、5 年局控率分别为 91.3%、60.0%、

57.4%，生存率分别为 76.2%、39.0%、27.5%，无远处转移生存率分别为 85.9%、65.8%、

59.5%，无疾病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70.4%、50.5%、40.1%。结论 食管癌同期加量调强放疗联合同

步化疗治疗效果较佳，毒副反应在患者耐受范围内，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观察食管癌同期加量调

强放疗同期化疗患者的预后及急性期毒副反应。方法 将 2006 年 4 月～2014 年 4 月首诊就诊我院

且经病理学证实的 83 例食管癌患者纳入本研究，采用同期整合加量调强放疗技术，其中处方剂量

为 GTV：66Gy/2.2Gy/30 次，CTV：63Gy/2.1Gy/30 次，PTV：60Gy/2.0Gy/30 次。全部患者均接

受同期化疗，其中方案 FP 方案化疗 71 例，TP 方案化疗 8 例，口服替吉奥 3 例，单药紫杉醇 1

例。评价同期加量调强放疗同期化疗食管癌患者的近期疗效，1、3、5 年局控率、生存率、无远处

转移生存率及无疾病进展生存率，观察急性期毒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患者耐受性。 

结果 全组患者完成同期 2 周期化疗者 22 例，1 周期者 61 例；行巩固化疗者 22 例，未行巩固化疗

者 61 例。肺平均受量为 13.3±3.2Gy，V20 为 24.9±5.4%；心脏平均受量为 17.4±1.3Gy，V50 为

10.3±10.6%；脊髓最大剂量为 43.5±1.7Gy。近期疗效达 CR 者 26 例（31.3%），PR 者 56 例

（67.5%），NR 者 1 例（1.2%），总有效率（CR+PR）为 98.8%。全组发生急性血液系统毒副

反应共 67 例（80.72%），3 级及以上者 14 例，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共 58 例（69.9%），2 级及以

上者 22 例，急性放射性肺炎共 38 例（45.8%），2 级及以上者 11 例。无治疗相关死亡。1、3、5

年局控率分别为 91.3%、60.0%、57.4%，生存率分别为 76.2%、39.0%、27.5%，无远处转移生

存率分别为 85.9%、65.8%、59.5%，无疾病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70.4%、50.5%、40.1%。 

结论 食管癌同期加量调强放疗联合同步化疗治疗效果较佳，毒副反应在患者耐受范围内，值得进

行深入研究。 

 
 
PS-198 

食管鳞癌累及野与扩大野放射治疗的荟萃分析 

 
景绍武 王军 刘青 程云杰 杨从容 王祎 曹峰 焦文鹏 武亚晶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10085219 

 

目的 应用 Meta 分析方法比较累及野与扩大野照射在治疗食管鳞癌中的价值，为临床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ochrane Library、Pubmed、

EMbase 等国内外数据库有关累及野与扩大野对比的文献，依据入选和排除标准，收集各项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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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临床疗效、毒副反应或失败模式，应用 Meta 分析方法比较累及野与扩大野照射在临床治疗食

管鳞癌患者中的优劣。 

结果  初检出文献 63 篇，剔除学位论文/会议投稿或非北图收录文献 18 篇。进一步阅读全文，排除

数据重复发表文献 20 篇，采用二维技术 2 篇，非病例对照研究 14 篇，最终纳入符合标准的国内外

文献 9 篇。共包括 1143 例患者，其中采用单纯放疗 605 例，放化综合治疗 538 例。结果显示累及

野组与扩大野组相比，在 1、2、3 年局控率无明显差异（OR=0.759，95% CI：0.572-1.008，P = 

0.057；OR=1.076，95% CI：0.790-1.466，P = 0.641；OR=0.977，95% CI：0.726-1.315，P = 

0.879），1、2、3 年 OS 也无统计学差异（HR=0.824，95% CI：0.623-1.091，P = 0.959；

HR=1.030，95% CI：0.715-1.483，P = 0.206；HR=0.898，95% CI：0.552-1.460，P = 

0.817），但≥3 级放射性食管炎、≥3 级放射性肺炎发生率明显降低（OR=0.515，95% CI：0.341-

0.778，P = 0.002；OR=0.481，95% CI：0.254-0.913，P = 0.025）。两组野外失败率无差别

（OR=1.629，95% CI：0.708-3.747，P = 0.501）。 

结论  累及野组在局控率、生存率方面并不劣于扩大野组，而放射性食管炎、放射性肺炎的发生率

明显降低。累及野照射并不增加野外复发几率。考虑到纳入文献大多为回顾性研究，因此尚需开展

大宗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进行验证。 

 
 
PS-199 

Clinical outcomes of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for carcinoma of the thoracic esophagus 
 

Xu Cai
1,2

,Xi Mian 
1
,Komaki Ritsuko 

1
,Balter Peter

1
,Bilton Stephen 

1
,Wang Lvhua 

2
,Lin Steven H.

1
 

1.Radiation oncolog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2.Radiation oncology department， Cancer hospital &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 

 

Purpose  While the radiation delivery efficiency of volumetric modulated arc therapy (VMAT) is 
indisputable, the clinical outcomes of VMAT for carcinoma of thoracic esophagus is largely 
unknown. We conducted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our VMAT experience in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at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Methods   From November 2012 to March 2016, 65 patients with thoracic esophageal cancer 
received VMAT to 50.4 Gy (45-50.4 Gy) and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Us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these 65 cases were matched with 130 cases treated with step & shoot IMRT (ssIMRT) 
and concurrent chemotherapy. Differences in continuous variables and categorical variables were 
statistically examined using the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and Chi-square test, respectively. A 
two-side p-value less than 0.05 indicat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SPSS version 23.0 and R. 
Results  Dosimetrically, VMAT had better conformity index (CI) than ssIMRT (87.75±10.70 and 
83.20±9.42, respectively; p=0.003). VMAT achieved higher heart V5 and lower V50 than ssIMRT 
but had similar lung V5-20, heart V30, heart V40, cordmax, and homogeneity index (HI) (p>0.05). 
The median follow-up interval was 14.3 months (3.8-34.5 months) for VMAT and 31.8 months 
(1.8-117.2 months) for ssIMRT. The 1-year and 2-year overall survival (OS) for the VMAT and 
ssIMRT cohorts were 93.5% and 60.0%, and 91.5% and 61.4%, respectively (p=0.868). The 1-
year and 2-year recurrence free survival (RFS) for VMAT and ssIMRT cohorts were 70.6% and 
57.8%, and 77.2% and 60.8%, respectively (p=0.485). The 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rate 
(pCR) was 31.2% for VMAT and 23.3% for ssIMRT (p=0.41). Radiation toxicities for VMAT and 
ssIMRT were comparable for radiation pneumonitis (9% vs. 15.4%), pericardial effusion (2% vs. 
7%), esophageal fistula and stricture (9% vs. 13%), and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ll 
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ssIMRT, VMAT had better target conformity with similar organs 
sparing, and achieved comparable survival, recurrence, and toxicities. These results provide the 
evidence on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VMAT in routine utilization for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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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001 

谷氨酰胺在局部晚期鼻咽癌诱导化疗中对肠道屏障功能影响的 

临床研究 

 
周亚

1,2
 吴伟莉

1,2
 金风

1,2
 龙金华

2
 李媛媛

2
 罗秀玲

2
 龚修云

2
 唐红

1
 张芒

1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贵州省肿瘤医院头颈肿瘤科 

 

目的  本研究通过应用谷氨酰胺，探讨其对局部晚期鼻咽癌（NPC）患者诱导化疗后肠道屏障功能

的影响。  

方法  将 80 例局部晚期（Ⅲ-Ⅳb 期）鼻咽癌患者非随机分为实验组(n=42），对照组(n=38)，两组

诱导化疗方案均采用多西他赛+顺铂+5-氟尿嘧啶方案（TPF 方案），具体用法：多西他

赛 75mg/m
2，静脉滴注，d1；顺铂 75mg/m

2，静脉滴注，d1；5-氟尿嘧啶 750mg/m
2
/d，持续静

脉泵入，d1-5（120 小时），21 天/周期，共行 2 周期。实验组在诱导化疗时加用丙氨酰谷氨酰胺

注射液(用法：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 20g+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500ml  ivgtt 连续 7 天)，分

别测定两组诱导化疗前后白蛋白、前白蛋白、血红蛋白、二胺氧化酶（DAO）及淋巴免疫功能、体

重指数（BMI），评价两组诱导化疗恶心、呕吐、腹泻毒副反应及诱导化疗后近期疗效评价。 

结果  1）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具有可比性，无统计学差异（P>0.05）；2）诱导化疗前血红蛋白、前

白蛋白、白蛋白、DAO、淋巴免疫功能、BMI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3）实验组诱导化疗

后 DAO 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 CD3+诱导化疗后较对照组高两组对比

有统计学差异（P﹤0.05），余指标无统计学差异；4）对照组亚组分析诱导化疗后 DAO 水平较诱

导化疗前水平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诱导化疗后前白蛋白较诱导化疗前水平减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0），诱导化疗后 CD3+、CD3+CD8+、CD45+、CD4+/CD8+降低，统计学有差异(P

＜0.05)；5）实验组亚组分析在前白蛋白水平上诱导化疗后有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在血红蛋白、白蛋白、CD4+/CD8+水平上，诱导化疗后较诱导化疗前减低，统计

学有意义（P﹤0.05）；6）两组在诱导化疗恶心、呕吐、腹泻、白细胞降低、中性粒细胞降低、血

小板降低毒副反应无统计学差异（P>0.05）；7）两组近期疗效评价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谷氨酰胺对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行 TPF 方案诱导化疗后肠道屏障功能、营养、免疫功能部分

指标有一定改善作用。 

 
 
PT-002 

540 例胃肠道肿瘤患者放化疗期间营养状态观察与分析 

 
孙文洁

1,2
 李贵超

1,2
 章真

1,2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肿瘤学系 

 

目的  动态观察胃肠道肿瘤患者放化疗期间营养状态变化，并分析营养状态与患者临床特点及放化

疗不良反应的相关性  

方法  2010 年 3 月至 2013 年 9 月我科共收治 540 例胃肠道肿瘤患者，包括直肠癌 494 例和胃癌

46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胃肠道局部放疗和/或同期化疗。在放疗前、放疗期间每周、放疗结束后对

患者的营养状态进行动态评估和监测，监测项目包括体重、营养量表 NRS-2002、营养相关生化指

标（白蛋白、前白蛋白、转铁蛋白、血红蛋白）、免疫指标（淋巴细胞总数）。  

结果  胃癌患者的营养不良风险明显高于直肠癌患者（80.4% vs. 40.3%，P<0.05）。转移性肿瘤

患者、既往 3 个月内接受过化疗或手术的患者的营养不良风险明显高于对照组（57.8% vs. 

41.1%，P<0.05；58.9% vs.35.8%，P<0.05；57.7% vs. 34.1%，P<0.05），而营养不良状况在不

同性别、年龄的患者之间未见明显差异。放化疗期间患者体重出现进行性下降，放疗后患者的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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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于放疗前（平均体重，57.4kg vs. 59.6kg，P<0.05）。同时，放疗后营养及免疫相关指标明

显下降(P<0.05)：血红蛋白 125.0g/L vs. 119.6g/L, 白蛋白 41.0g/L vs.37.8g/L, 前白蛋白 0.25mg/L 

vs.0.2mg/L, 转铁蛋白 2.8g/L vs.2.4g/L, 淋巴细胞 1.5×109/L vs. 0.4×109/L。放疗期间出现明显营

养不足的患者（体重下降>=5%），其消化道、血液学毒性反应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胃肠道肿瘤患者放化疗期间营养状态明显下降，而患者的营养状态与放疗不良反应密切相

关，因此营养的早期评估、早期干预尤为重要。 

 
 
PT-003 

侧链手性中心诱导的螺旋多肽调节剂诱导靶向 p53-MDM2/MDMX 蛋

白抑制肿瘤干细胞生长研究 

 
梁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30022 

 

研究目的 在癌症治疗的发展过程中，抑制 p53 蛋白和 MDM2/MDMX 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吸引了大

量的关注。本研究的目的是设计抑制 p53 蛋白和 MDM2/MDMX 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多肽。 

方法 我们课题组和合作者共同设计了一系列的侧链手性中心诱导的螺旋稳定多肽。 

结果 在我们设计的多肽家族中，PDI-2 /3 多肽能够有效的激活细胞内的 p53 蛋白。p53 蛋白的活

化能够抑制 MCF-7 肿瘤细胞系和多能干细胞系卵巢畸胎瘤细胞系（PA-1）的增殖并诱导其凋亡，

但对正常细胞或 p53 基因突变的肿瘤细胞系没有细胞毒性。对多肽在 PA-1 移植小鼠模型体内生物

活性研究显示在多肽剂量为 10mg/kg 时肿瘤生长抑制率高达 70%（每隔一天注射一次）。此外，

对照组小分子抑制剂 Nutlin-3a 在体内 PA-1 细胞系小鼠移植模型中的作用却非常有限。 

结论 由于毒性低、体内作用时间长，我们的多肽可作为癌症治疗的一个潜在的候选药物。此外，

这是稳定多肽调节剂针对肿瘤干细胞体内体外的首次应用尝试，并为今后肿瘤干细胞的治疗提供了

的参考。 

 
 
PT-004 

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在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梁荣 周菊梅 朱苏雨 聂少麟 谢燕平 秦昂 

湖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 410013 

 

目的  探讨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PEG）在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中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对 2012 年 5 月至 2015 年 8 月间在我院住院治疗 20 例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实施 PEG 并随

访，观察临床疗效及并发症情况。 

结果  成功实施 PEG 20 例，平均耗时 8.67±1.90min。放疗期间维持患者营养状况，所有患者放疗

均顺利完成，1 例发生术后造口感染，未发生胃肠穿孔、出血、包埋综合征等严重并发症。治疗前

后营养指标（红细胞、血红蛋白、白蛋白、体重）进行自身配对 t 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随访期间 20 例患者均无复发和转移。 

结论  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能为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提供良好的营养支持，是一种安全、方便，符

合生理的肠内营养方法，值得临床推广。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927 

 

PT-005 

系统性炎症反应和营养血源性标志物在食管鳞癌患者放化疗敏感

性和预后方面的预测价值 

 
朱杉

1,2
 李宝生

2
 

1.济南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2.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 

 

目的 系统性炎症反应及营养血液源性标志物，如粒淋比（NLR），血淋比(PLR)，血红蛋白及联合

粒-血淋比(CNP)的炎症评分已经被证实可作为食管鳞癌手术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我们的实验

目的是探究系统性炎症及营养血源性标志物在接受放化疗的食管鳞癌患者中，对治疗敏感性及预后

方面的预测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了 2006 年-2012 年 84 例接受单纯放疗或同步放化疗食管鳞癌患者的临床病理

学、预后随访资料。根据各类血源性标志物及各项临床病理学指标对患者进行分组分析，ROC 曲

线确定分界点；单因素、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探究是否可作为预测食管鳞癌患者放化疗敏感性的标

志物。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描绘生存曲线，并采用 Log-rank 检验比较不同组之间生存差

异；在单因素生存分析中出现显著性差异（p≤0.05）的因素纳入到 Cox 多因素分析中进行分析，

探究可作为预测接受放化疗的食管鳞癌患者预后的标志物。 

结果 治疗疗效评价中，治疗前 NLR、PLR、血红蛋白最佳临界值分别为 3.34、103.75、144.50。

单因素分析显示 NLR（P=0.040）、血红蛋白（P=0.028）和 CNP(P=0.044)与放化疗敏感性相

关，纳入进 Logistic 多因素分析，CNP 高评分为影响放化疗敏感性的独立危险因素（OR=4.557，

P=0.001）。总生存时间评价中，治疗前 NLR、PLR、血红蛋白最佳临界值分别为 3.51、

145.41、132.50。单因素分析显示 PLR（P=0.019）、血红蛋白(P=0.003)和 CNP（0.048）与总

生存时间有关，Cox 多因素分析中血红蛋白（OR=0.44，P=0.007）和 CNP（OR=1.47，

P=0.027）为影响总生存时间的独立预测因素。 

结论 我们验证了一个新颖的、易获取的联合 NLR 和 PLR 的系统性炎症评分，即 CNP。它可以作

为预测食管鳞癌患者放化疗敏感性及预后的独立性标志物。同时血红蛋白可作为预测接受放化疗的

食管鳞癌患者预后的营养血源性标志物。早期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及营养的支持可带来不仅是短期

疗效，更是长期生存时间的获益。 

 
 
PT-006 

放疗科住院患者营养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冯月珍 徐雯 石旻敏 朱雅文 卢文奕 高歆娴 张思琪 田野 朱雅群 沈云天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5004 

 

目的  评估放疗科住院患者营养风险情况及营养不良发生率，分析发生营养风险的相关因素。 

材料与方法  对我院放疗科 2016 年 6 月至 8 月的 177 例住院患者采用营养风险筛查

2002(NRS2002)评估标准进行营养风险调查。对于 NRS2002 评分≥3 分的患者进行主观整体评估

法 PG-SGA 进行营养不良评估，最后分析该组患者中有营养风险的比例，并分析其相关的因素，

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均数比较 T 检验，P＜0.05 ,为统计学差异。 

结果  所有患者中，男性 103 例，女性 74 例，平均年龄 59.9 岁，其中，头颈部肿瘤 42 例，食道

癌 13 例，直肠癌 23 例，宫颈癌 17 例，肺癌 22 例，结肠癌 8 例，前列腺癌 11 例，乳腺癌 23

例，其他肿瘤 18 例。整组患者中有营养风险患者 55 人，占 31.07%。在有营养风险与无营养风险

两组患者中，年龄（62.8545±1.61754vs58.4836±1.15276， P＜0.05）；前白蛋白

（0.1336±0.00934 vs 0.2053±0.00493，P＜0.001）；白蛋白（37.8836±0.74136 vs 

43.3598±0.31419，P＜0.001）；血红蛋白（113.1455±2.16109 vs 123.0492±1.5615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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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BMI（20.1745±0.36667 vs 23.8791±0.23002， P＜0.001），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在存在营养风险的患者中，重度营养不良为 22 例，占 63.63%，占整组患者的 19.77%，中度

或可疑营养不良者 12 例，分别为存在营养风险患者的 29%，和整组的 9.03%，重度营养不良患者

中头颈部肿瘤 17 例，占营养风险患者的 48.57%。 

结论  放疗科住院患者营养风险发生率较高，与患者年龄、白蛋白、前白蛋白、血红蛋白、体重指

数有相关性。NRS2002 能较好地筛查出有营养风险的患者，但并非所有有营养风险的患者均存在

营养不良。PG-SGA 适用于肿瘤患者的营养评估，能对营养不良患者做出定性及定量判断，对是否

进行营养支持治疗、制定营养治疗计划起重要作用。 

 
 
PT-007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low-dose splenic irradiation 

combined with chest three-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o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Yu Hongsheng,Qu Yong,Shang Qingjun,Jiang Peng,Wang Xiang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China 266003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low dose splenic irradiation on locally advanced 
NSCLC patients. 
Methods  Thirty-eight patients with stage III NSCLC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The control group(D1) only received the chest three-
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otherapy;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D1+D2) received low-dose 
splenic irradiation,and then received the chest three-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otherapy after 
6h.Test T lymphocyte subsets before,during and after treatment,blood cells once a week.Observe 
the side effects induced by radiation,follow up to observe the survival statistics. 
Results 1.The immune indexes:The ratio differences of CD4+ cells,CD8+ cells and CD4+/CD8+ 
before treatment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in both two groups.And the immune 
indexes were also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before and after radiotherapy in the 
combined group.But the number of CD4+ cells and CD4+/CD8+ before radiotherapy were higher 
than after radiotherapy in the control group.2.Toxicities: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 of radiation toxicities between two groups.But the incidence of grade III or IV of the 
radiation toxicities were lower and the dose when the radiation toxicities appear were higher than 
in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3.Short-term treatment efficacy:The total response rate(RR) was 
63.16%(12/19) in the treatment group vs 42.11%(8/19) in the control group.4.Survival:The 
median 2-year PFS(15months in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vs 10 months in the control group) 
h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And the median 2-year OS(17.1 months in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vs 15.8 months in the control group) h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Low dose radiation can alleviate the radiation toxicities,improve the short-term 
efficacy of radiotherapy,and it probably can improve the survival of locally advanced NSCL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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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008 

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临床营养支持的研究进展 

 
葛树敏 方敏 朱蓉 

安徽省立医院 230001 

 

由于肿瘤本身及放、化疗的影响，接受放疗的头颈部肿瘤患者是营养不良发生率最高的群体之一。

放疗期间体重下降 10%导致 3-4 度不良反应增加 23.6%，营养支持越早越好。现对头颈部肿瘤放

疗患者临床营养支持的方法进行总结，以期更好的帮助患者提高生存质量。  

1.经口营养支持：由于放疗早期放、化疗反应轻及恶液质出现率低，最为患者接受的还是口服营养

途径。头颈部肿瘤患者放疗期间如果经口进食，缺乏口腔护理及饮食指导，急性口腔黏膜炎的发生

率为 90%-97%。研究表明采用营养教育、计划性饮食、药膳等干预措施，有效的降低了黏膜损伤

及营养不良的发生率，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时间。 2.肠内营养支持：患者出现消化道严重梗阻及恶液

质，管饲营养支持成为营养支持的首选方式。鼻胃管和鼻空肠管作为肠内营养的重要方式，存在长

期留置会引起口、鼻腔粘膜压迫、坏死、口干、吞咽困难等不适，影响了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的生

存质量。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空肠造瘘术是目前保证患者营养状态的重要方法，由于伤口感染、

胃壁造瘘处出血、造瘘管移位脱出等近期与远期并发症，用于辅助放疗的意义尚存在争议。部分患

者选择使用口服补充肠内营养制剂，但要注意制剂的选择和量的控制。3.肠外营养支持：如果不能

耐受肠内营养且需要营养治疗的病人，推荐使用肠外营养。部分肠外营养常联合肠内营养，用于重

度口腔黏膜炎、吞咽困难的病人。但由于血管刺激性强，易造成电解质紊乱、增加感染风险等不良

反应，专家推荐首选肠内营养。  

综上所述，每种营养支持方式都具有其优缺点，单一使用均不能满足不同病人、同一病人不同时期

的营养需求。  

  因此，推荐采用 PG-SGA 评估营养状况，再结合肿瘤、放射治疗、合并症、并发症、心理需求等

因素，由营养师、护士、医生共同选择合适的营养支持方式，再制定出配餐方案，定时监测、及时

修改，从而达到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生存率的目的。但是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还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 

 
 
PT-009 

老年住院肺癌患者生存质量的横断面研究 

 
杨超 孙志华 韩蓝 易铁男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 441021 

 

目的  调查老年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对比其与中年肺癌患者之间的差别。 

方法 本前瞻性横断面研究纳入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1 月在我科住院的所有的、连续的、非选择

性的年龄大于 18 岁的诊断为―肺癌‖的患者。根据年龄分为老年组（≥60 岁）152 例和中年组（＜60

岁）138 例。使用 SF36 简明健康问卷和 EORTC-QoL-C30 量表调查研究人群的生活质量情况。 

结果  SF36 量表结果显示，中年组和老年组的 8 个方面得分均显著降低（10.2-64.3），两组间比

较显示，老年组仅在精力一项上得分低于中年组（41.2 ± 11.1 vs. 49.9 ± 11.4，p = 0.036），其余

7 个方面两组间均无显著性差异。EORTC-QoL-C30 量表显示，两组间功能评分、症状评分和整体

健康评分均显著降低，但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肺癌患者生存质量显著受损，但老年肺癌患者的生存质量与中年肺癌患者相比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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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010 

四川南充地区初诊食管癌患者营养状况及生活质量调查分析 

 
温静 柳弥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637000 

 

目的  了解食管癌高发地区四川南充初诊食管癌患者营养状况及其生活质量基本情况，分析相关影

响因素，为临床治疗提供一定参考。 

方法  收集南充地区经病理学检查确诊的初诊食管癌患者 343 例，采用体质指数评估营养状况以及

生命质量量表 QLQ-C30 V3.0、食管癌专用量表 QLQ-OES 18 评估生活质量。 

结果 （1）初诊食管癌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为 10.5%；（2）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性别、病变长

度和 CRP 水平的患者在营养状况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3）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病

变长度、CRP 是初诊食管癌患者发生营养不良的影响因素。（4）初诊食管癌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

较低，总体健康状况平均 63.24±14.91 分，功能领域得分从低到高前三位依次是社会功能、情绪功

能、角色功能。（5）单因素分析显示，存在营养不良的患者在吞咽困难领域、梗阻方面与非营养

不良患者相比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  南充地区初诊食管癌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为 10.5%，其发生营养不良的影响因素有性别、病

变长度和 CRP 水平，其生活质量偏低，那些梗阻严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营养状况更值得关注。 

 
 
PT-011 

老年消化道肿瘤住院患者营养风险筛查及护理对策 

 
杨玲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肿瘤科 621000 

 

目的  分析老年消化道肿瘤住院患者营养风险筛查及护理对策。 

方法  纳入此研究中的 600 例研究对象均为我院于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老年消化

道肿瘤住院患者。由护理人员采用 NRS2002 营养筛查评  

        估表对其评分，从而对营养支持状况进行了解。 

结果  观察组中 600 例患者其营养风险发生率经计算后为 25%，对照组 200 例患者其营养风险发生

率经计算后为 15%，数据之间经过对比后统计学意义         产生，P 值在 0.05 以下。同时 150 例

营养风险患者中 60%的患者予以肠内和肠外营养支持，450 例未产生营养风险的患者，53.33%的

患者予以肠         内和肠外营养支持。同时 46.67%的患者营养正常，25%的患者为营养不足，

16.67%的患者营养良好，11.67%的患者为营养过剩。 

结论  老年消化道肿瘤住院患者营养风险具有较高的发生率，因此需要按照患者的实际状况进行护

理以及营养支持。 

 
 
PT-012 

Improved antitumor activity of immunotherapy with MEK 

inhibitors in KRAS-mutant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Tao Zhen,You Jinqiang,Sun Yao,Yuan Zhiyong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 300060 

 

Purpose  To illustrate the immunologic effects of MEK inhibitor in vitro and to test whether MEK 
inhibtor potentiates the activity of anti-PD-L1 antibodies in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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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Immune effects of trametinib were evaluated in human CD4+ and CD8+ T cells from 
healthy volunteers. Western-blot, real-time PCR and immunefluorescence were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MAKP signaling pathway involved in PD-L1 regulation. Cell apoptosis, viability flow 
cytometry and Elisa assay were used to study the immune suppression by KRAS activation and 
immune reactivation by MEK inhibitor trametinib and PD-L1 blocking in LLC-OVA tumor model. 
Results  Trametinib reduced pERK levels, and resulted in partial/transient inhibition of T-cell 
proliferation and expression of a cytokine. Single-agent trametinib decreased 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and T regulatory cells (Tregs) in tumors, resulted in increased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 expression and global immune-related gene up-regulation. 
Given the up-regulation of PD-L1 seen with trametinib, we tested the combination of trametinib 
and anti-PD-L1 therapy in LLC-OVA tumors, and showed dramatical tumor regression, increased 
tumor-infiltrating CD8+ T cell, and improved in vivo cytotoxicity.  
Conclusions  These findings support the potential for synergy between KRAS targeted therapies 
trametinib and immunotherapy. Anti-PD-L1 antibodies could be an optional therapy for MEK 
inhibitor sensitivity. Clinical exploration of such combination regimens is under way. 
 
 
PT-013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mor-infiltrating and circulating lymphocytes to 

macrophage/monocyte ratio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ncer of pathological stage T3N0M0 
 

Zhu Yingming,Li Minghuan,Bo Cong,Liu Xuemei,Zhang Jianbo,Li Zhenxiang,Zhao Fen,Kong Li,Yu Jinming 

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nd Institute， Shandong University 250117 

 

Purpose  We assessed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treatment lymphocyte-to-monocyte ratio (LMR) and the TILs/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s) ratio,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ESCC) of pathological stage 
T3N0M0 (pT3N0M0). 
Methods  A total of 220 newly diagnosed ESCC patients of stage pT3N0M0, who had not 
undergone neoadjuvant therapy, were included. Densities of CD8+TILs, 
CD4+TILs, CD45RO+TILs and CD68+ TAMs were assess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of tissue microarray cores from all 220 pT3N0M0 ESCC patients (who underwent radical 
resection). Hematological biomarkers including lymphocyte and monocyte counts were obtained 
from routine preoperative blood test data and the LMR and TILs/TAMs ratios calculated. Cut-
off finder for survival prediction was plotted to verify the optimal cut-off point for each parameter. 
Result  The LMR and TILs/TAMs ratios were interrelated. On univariate analyses of data from 
the entire cohort, the LMR, CD45RO/CD68 ratio, and CD8/CD68 ratio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both OS and disease-free survival. Only the CD45RO/CD68 ratio 
was independently prognostic of survival on multivariate analysis.  
Conclusions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CD45RO/CD68 ratio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LMR. The CD45RO/CD68 ratio is a useful independent prognostic marker in patients with 
pT3N0M0 ESCC who have undergone complete resection without neoadjuvant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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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014 

CD8/FOXP3 ratio and PD-L1 expression associated with 

survival in stage pT3N0M0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ncer  
 

Zhu Yingming,Li Minghuan,Mu Dianbin,Kong Li,Zhang Jianbo,Zhao Fen,Li Zhenxiang,Liu Xuemei,Bo Cong,Yu 
Jinming 

Shandong Cancer Hospital and Institute 250117 
 

Since only limited data exist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umor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and 
clinical outcome in 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ncer (ESCC),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CD8+, 
forkhead box protein 3 (Foxp3+) 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ILs) and 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 ligand-1 (PD-L1) expression in ESCC patients was investigated in our study. 
A cohort of 133 pT3N0M0 ESCC patients who underwent radical resection without 
neoadjuvant or adjuvant therapy were selected into study. Densities of CD8+ and Foxp3+ TILs as 
well as PD-L1 expression on both tumor cells and lymphocytes were assess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of patient survival with CD8+ or Foxp3+ TILs alone was 
observed, while PD-L1 expression and CD8/Foxp3 ratio were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disease-
free survival (D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Also, PD-L1 expression was correlated with age (p= 
0.029), tumor length (p<0.001), tumor differentiation (p=0.002) and lower density of intratumoral 
CD8+ TILs (p <0.001).  
In summary, different clinical outcomes in pT3N0M0 ESCC may be explained partly by different 
levels in CD8+ and Foxp3+ TIL density and PD-L1 expression. Moreover, an intrinsic induction 
mechanism for PD-L1 overexpression may be occurring in the early tumor oncogenesis. This 
information might be useful in stratifying patients and guide the application of checkpoint 
blockade therapy in ESCC. 
 
 
PT-015 

二甲双胍联合 2-脱氧葡萄糖诱导人鼻咽癌细胞凋亡与 PECAM-

1/AKT 信号通路相关性的研究 

 
王若雨 谢敏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16001 

 

目的  研究二甲双胍联合 2-脱氧葡萄糖（2-Deoxyglucose,2-DG）对非照射的人鼻咽癌细胞系

CNE1 和辐射诱导的人鼻咽癌耐药细胞系 CNE1/R 的杀伤作用及相关机制。 

方法  以二甲双胍、2-DG 或二者联合处理 CNE1 和 CNE1/R，于 24 小时后利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

胞凋亡率，并用 Western Blot 检测 PARP-1（聚腺苷酸二磷酸核糖聚合酶-1）裂解及抗凋亡蛋白

Mcl-1（髓系细胞白血病-1）水平。为了探讨联合用药作用机理，还用 western blot 技术检测内源

性 AKT 及其磷酸化 AKT（p-AKT）蛋白表达水平；分别瞬时转染固有活化型 AKT 和负显性突变型

AKT 及其空载表达载体，再用联合药物处理转染细胞，检测细胞凋亡。 

结果  2-DG 能够增强二甲双胍对非照射鼻咽癌细胞 CNE1 诱导凋亡的作用，二者联合处理的

CNE1 细胞凋亡率（61.8+5）%明显高于单用二甲双胍的凋亡率（8.2+0.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照射后对顺铂产生耐药的 CNE1/R 细胞对二甲双胍和 2-DG 联合药物处理同样敏

感， 细胞凋亡率与非耐药细胞几乎相同（64.1+6.2%）。PARP-1 裂解表明细胞凋亡是肿瘤细胞死

亡的主要方式。本研究还表明 2DG 增强二甲双胍抗肿瘤作用的主要机理是抑制葡萄糖酵解，补充

外源性丙酮酸可以逆转联合用药的肿瘤杀伤作用。 此外，本研究证实二甲双胍联合 2-DG 能够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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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 PECAM-1（血小板内皮细胞黏附因子 1）的表达，同时伴随着 AKT 和 p-AKT 蛋白表达明显

降低；表达固有活化型 AKT 可以逆转上述诱导凋亡作用，细胞凋亡率 60+4.93% （空载质粒组）

降低到 4+0.92% （活化型 AKT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结论  2-DG 能够通过抑制肿瘤细胞糖酵解过程增强人鼻咽癌细胞对二甲双胍药物的敏感性。二甲双

胍联合 2-DG 能够克服辐射诱导的人鼻咽癌细胞的耐药性，它们的协同抗肿瘤作用与显著抑制

PECAM-1 和 AKT 信号通路有关。 

 
 
PT-016 

基于炎症指标的鼻咽癌预后预测列线图： 对一项前瞻性研究 

数据的分析 

 
李晓惠

1
 常晖

1
 徐冰清

1
 陶亚岚

1
 高劲

2
 陈晨

1
 曲辰

1
 周树

1
 刘松然

1
 刘松然

1
 王晓慧

1
 张文文

1
 杨鑫

1
 周思朗

2
 夏

云飞
1
 

1.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2.解放军第四二一医院 

 

研究目的  慢性炎症在肿瘤进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研究的目的即旨在评价炎症指标，诸

如 Glasgow 预后评分（GPS）、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MR）、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比值

（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能否预测鼻咽癌的预后。 

方法  249 名确诊非转移鼻咽癌并被纳入一项 863 计划项目（编号：2006AA02Z4B4），治疗前测

定其 GPS、NLR、PLR、LMR. 

患者完成治疗及 5 年随访时，将上述炎症指标和年龄、性别、Karnofsky 行为状况评分、T 分期、

N 分期一起，通过生存分析评价其与 5 年疾病特意生存率（DSS） 

的关系。然后，我们基于其中的独立预后因子建立一个预测 DSS 的列线图模型。并且通过 Harrell

一致性指数，评价该模型的预后预测能力。 

结果  经过单因素、多因素生存分析，年龄（≤50 岁或> 50 岁）、T 分期（T1-2 或 T3-4）、 

N 分期（N0-1 或 N2-3），以及治疗前 GPS（0 或 1-2）、NLR（≤2.5 或>2.5）、LMR（≤2.35

或>2.35）是鼻咽癌 5 年 DSS 的独立预后因子，P 值分别为 0.002、0.008、<0.001、0.004、

0.018、0.004. 

结论  治疗前 GPS、NLR、LMR 是鼻咽癌的独立预后因子，基于这些因子的列线图可以用于预后

鼻咽癌的 DSS. 

 
 
PT-017 

食管癌局部免疫状态与术后并发症及营养状态的相关性研究 

 
余丽娌 邢力刚 

山东省肿瘤医院 250117 

 

背景 食管癌肿瘤局部免疫表达的高低已被报道与预后相关，同时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及营养状态好

坏亦与预后相关。本研究探讨食管癌局部免疫状态与术后并发症及术前营养状态的关系。 

方法  我们对 42 例食管癌（T3N0M0）患者肿瘤组织中 CD8，Foxp3 的表达进行了检测，以探讨

CD8,  Foxp3 表达的高低与术后并发症及术前营养状态的关系，检测值的中位值作为表达高低的分

界。 

结果  42 例病例中 16（38.4%）例发生了术后并发症。23 例 CD8 为高表达，19 例 CD8 低表达；

25 例 Foxp3 为高表达，17 例 Foxp3 为低表达。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CD8 高表达为 21.7%， 低

表达为 51.9%，  Foxp3 高表达为 48%，低表达为 23.5%。单因素分析表明吸烟，CD8 的表达与

术后并发症相关，P 值为 0.025, 0.026，分析表明 Foxp3 表达 p=0.195, 未表现出统计学差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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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来自吸烟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卡方分层检验，CD8 (OR, 2.31; 95% CI, 1.25–3.72; P=0.041)。

术前营养状态与 CD8，Foxp3 表达高低未表现出相关性。 

结论 食管癌肿瘤组织中 CD8 表达是术后并发症的独立影响因素。免疫状态与术前营养状态无明显

相关。 

 
 
PT-018 

维生素 D 对糖皮质免疫抑制小鼠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 

 
王莹

1
 王宗烨

1
 宋淑军

2
 任晔

1
 

1.中国解放军第 306 医院放疗科 

2.中国解放军第 306 医院特种医学实验中心 

 

目的 通过观察维生素 D 对糖皮质激素诱导的免疫抑制模型小鼠免疫学指标的影响，探讨维生素 D

对免疫功能低下的调节作用。 

方法 采用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小鼠模型，连续 7 天给予 4UI/g，6IU/g，10IU/g 三种不同浓度维生

素 D 灌胃处理，分别测量小鼠体重、胸腺、脾脏质量，计算胸腺指数、脾脏指数；采用 MTT 法检

测刀豆蛋白 A(ConA)诱导的脾淋巴细胞增殖能力。统计分析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用 ANOVA 

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组各指标之间的差异。 

结果 免疫抑制模型组胸腺指数、脾脏指数、增殖指数及脾淋巴细胞培养上清液中白细胞介素-2 的

浓度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维生素 D 低、中、高三个剂量的胸腺指数均高于模型组

(p<0.05)，并且随着剂量增高胸腺指数有增高的趋势，而给予不同剂量的维生素 D 对小鼠的脾脏指

数无明显影响。维生素 D 中剂量组淋巴细胞增殖指数明显高于模型组(p<0.05)，而维生素 D 低剂量

组和维生素 D 高剂量组对淋巴细胞增殖指数无明显作用。除此之外，维生素 D 中剂量组小鼠脾淋

巴细胞培养上清液中白细胞介素-2 的浓度明显高于模型组(p <0.05)，但维生素 D 低剂量组和维生

素 D 高剂量组与模型组相比，白细胞介素-2 水平无明显差异。 

结论 维生素 D 可以改善糖皮质激素诱导的免疫抑制小鼠的免疫功能，不同剂量的维生素 D 对免疫

调节作用存在差异，中剂量（6IU/g）维生素Ｄ补充对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最强。总之，维生素 D

可以促进免疫功能低下小鼠免疫功能的恢复，可能通过调节 T 淋巴细胞增殖及分泌细胞因子如白细

胞介素-2 的水平对免疫功能产生调节作用。 

 
 
PT-019 

维生素 D 对免疫功能受损时外周血淋巴细胞分布的影响 

 
王莹

1
 王宗烨

1
 宋淑军

2
 任晔

1
 崔迪

1
 

1.中国解放军第 306 医院放疗科 

2.中国解放军第 306 医院特种医学实验中心 

 

目的  通过观察维生素 D 对糖皮质激素诱导的免疫抑制模型小鼠外周血淋巴细胞分布影响，探讨维

生素 D 对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 

方法  采用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小鼠模型，连续 7 天给予 4UI/g，6IU/g，10IU/g 三种不同剂量的维

生素 D 灌胃处理，采用荧光标记抗体、流式细胞仪检测小鼠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B 淋巴细胞、

NK 细胞的百分比。统计分析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用 ANOVA 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组各指标之

间的差异。 

结果  模型组 CD4+淋巴细胞百分比、CD4+/CD8+比值及 B 淋巴细胞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 <0.05)，

而 CD8+淋巴细胞百分比及 NK 细胞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升高(p <0.05)。维生素 D 中、高剂量组

CD4+淋巴细胞百分比及 CD4+/CD8+比值与模型组相比明显增高(p <0.05)，并且随着维生素 D 给

药剂量增高，CD4+淋巴细胞百分随之增高，中剂量的维生素 D 补充对 CD4+/CD8+比值升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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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维生素 D 低剂量补充可以明显降低 CD8+淋巴细胞百分比(p <0.05)。维生素 D 低剂量组

外周血 B 淋巴细胞百分比明显高于模型组(p <0.001)。维生素 D 中剂量组及维生素 D 高剂量组 B

淋巴细胞百分比与模型组则无明显差异。除此之外，维生素 D 低剂量组外周血 NK 细胞百分比与模

型组相比有增高的趋势，而中高剂量维生素 D 处理以后外周血 NK 细胞百分比较模型组相比反而明

显降低(p <0.05)。 

结论 不同剂量的维生素 D 对免疫抑制小鼠的免疫细胞分布影响不同，补充维生素 D 有助于免疫抑

制小鼠模型免疫功能的恢复，维持其免疫状态的平衡作用。 

 
 
PT-020 

小剂量放疗对 CTL 细胞的体内趋化作用研究 

 
杜娟 苏舒 孟凡岩 李红燕 邵洁 邹征云 钱晓萍 刘宝瑞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研究小剂量放疗对不同输注途径（静脉、腹腔注射）CTL 细胞在活体内的分布及体内趋化作

用的影响。 

方法  裸鼠皮下注射胃癌细胞建立肿瘤活体模型，对移植瘤行小剂量放疗；以近红外荧光染料 DiR

标记 CTL 细胞，而后经尾静脉途径和腹腔途径注射入裸鼠体内，用近红外荧光成像仪观察 CTL 细

胞在体内的迁徙、分布以及存活时间等特征。一例晚期肿瘤患者行肿瘤局部小剂量放疗后回输

CTL，观察放疗部位病灶的变化。 

结果  CTL 细胞经静脉输入裸鼠体内后，迅速分布至肝、脾、肾、肠等器官，其中肝的分布浓度最

高；CTL 细胞经腹腔注入裸鼠体内后，在腹腔内逐渐均匀分布，但在肝脏及脾脏的浓度不如静脉回

输组高。肿瘤局部行小剂量放疗对经尾静脉注射的 CTL 细胞有趋化作用，而对腹腔注射的 CTL 细

胞未见到趋化作用。一例晚期肿瘤患者行小剂量放疗联合静脉 CTL 回输，放疗野内的病灶明显缩

小，放疗野外的病灶则明显增大。 

结论  不同的回输途径对 CTL 在各脏器的分布有明显的影响。小剂量放疗对静脉回输的 CTL 细胞

的体内分布有趋化作用。针对不同解剖部位的肿瘤可以选择不同输注途径回输 CTL 细胞以最大限

度地提高疗效。小剂量放疗可以与静脉回输的 CTL 细胞治疗联合使用起协调作用。 

 
 
PT-021 

人自体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膜纳米载药系统联合低剂量放疗在肿

瘤靶向治疗中的作用评价 

 
张恋茹 刘宝瑞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目的  探讨以人自体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膜作为纳米粒子载体的制备工艺及其联合低剂量放疗的靶

向抗肿瘤作用。 

方法  用健康成人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体外培养扩增后分选出人自体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采用低

渗破膜、差速离心及蔗糖梯度密度离心法提取细胞膜；采用超声乳化/溶剂挥发法制备聚乳酸-羟基

乙酸共聚物（poly(lactic-co-glycolic acid), PLGA）包载紫杉醇（PTX）的纳米粒子（NP）；用脂

质体挤出器将细胞膜与 PLGA-PTX-NP 共同挤出制备成 T 细胞膜载 PLGA-PTX 纳米粒子，优化制

备条件。对载体进行表征，通过激光光散射实验测定纳米粒子的粒径分布；借助透射电镜观察纳米

粒子形态；利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测定纳米粒子对紫杉醇的包封率及载药量；用 MTT 法做体

外杀伤肿瘤细胞实验；建立裸鼠人胃癌皮下瘤模型，利用激光共聚焦技术观测联合低剂量放疗后载

体靶向性的改变；探索 T 细胞膜载 PLGA-PTX 纳米粒联合低剂量放疗的体内抗肿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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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T 细胞膜载 PLGA-PTX 纳米粒子粒径分布平均值是（145.9±1.0）nm，呈正态分布；载体经

电镜观察为较规则的球形微粒；紫杉醇的平均包封率为（51.2±2.04）%，平均载药量为

（5.07±0.2）%；体内靶向性实验表明 T 细胞膜纳米载体具有向肿瘤部位的主动靶向性，低剂量放

疗可以增加其靶向作用；体内抑瘤实验表明相比对照组，T 细胞膜载 PLGA-PTX 纳米粒子具有明

显的体内抗肿瘤作用，与低剂量放疗具有协同作用，效果优于裸药组，且能降低药物的毒副反应。 

结论  人自体细胞毒性 T 细胞膜纳米粒子可以作为抗肿瘤药物的有效载体，并可成功制备其静脉注

射剂型，发挥药物更佳的靶向抗肿瘤作用，为肿瘤靶向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PT-022 

复发性肝癌“放疗联合个体化疫苗为基础的特异性细胞免疫综合

治疗”新模式 

 
沈洁 孔炜伟 刘宝瑞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肿瘤中心暨南京大学临床肿瘤研究所 210008 

 

研究背景  复发性肝癌往往分期晚，疾病进展快，预后差。而这部分患者尤其是失去手术时机的患

者，除了介入及索拉菲尼治疗外，指南上没有更好的推荐。因而治疗棘手，生存时间有限。我们中

心目前尝试给予复发性肝癌―放疗联合个体化疫苗为基础的特异性细胞免疫综合治疗（PPV-DC-

CTL）‖新模式，该新模式充分融入了肿瘤免疫治疗个体化多肽疫苗的新理念，同时充分应用了放

射治疗免疫调变作用，在提高局控率的同时，促进肿瘤抗原释放，提高治疗效果。 

方法  入组复发性肝癌共 9 例，经多学科会诊，均明确无手术机会。其中，肝脏多发转移 4 人（肝

脏病灶>3 枚），门脉癌栓 1 人，骨转移 1 人，肺转移 2 人，腹膜转移 1 人。肝脏转移、门脉癌

栓、肺转移患者治疗方案为局部病灶精确放疗（PGTV 5gy*10f；PTV 2.5Gy*10f）+PPV-DC-

CTL；骨转移患者治疗方案为病灶精确放疗（PGTV 4gy*10f；PTV 3Gy*10f）+PPV-DC-CTL；腹

膜转移患者治疗方案为全腹膜 TOMO 精确放疗（PTV 0.5Gy BID *2f）+PPV-DC-CTL。 

结果  9 名患者中，经过放疗和 2 周期 PPV-DC-CTL 治疗后，AFP 显著下降为 6 人，其中，影像学

评估病灶显著缩小达 PR 的为 3 人，SD 为 3 人，PD 为 3 人。有效率达 33%，局控率达 66%。此

方案安全、耐受，9 名患者均无肝肾功能方面副作用；血象为 I°骨髓抑制 1 人，其余均无相关副作

用；皮疹 2 人。 

总结  放疗联合 PPV-DC-CTL 为晚期复发性肝癌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策略，耐受好，安全可行，有

效率高。 

 
 
PT-023 

放射治疗联合人参皂苷 Rg3 对小鼠 Lewis 肺癌 移植瘤治疗 

作用的研究  
 

贺云龙 鄂明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0040 

 

目的  探讨放疗联合人参皂苷 Rg3 对 C57BL/6 小鼠 Lewis 肺癌移植瘤的协同抗瘤作用以及免疫功

能的影响。 

方法  成功建立 C57BL/6 小鼠肺癌皮下移植瘤模型，接种 12 天至瘤体长径约 5mm 时，随机分为 4

组：对照组、放疗组、人参皂苷 Rg3 治疗组，以及人参皂苷 Rg3+放疗联合治疗组；其中，人参皂

苷 Rg3 治疗组分两个亚组，即两种给药剂量，相应联合治疗组也按给药剂量不同，分为两个亚

组。对照组给予生理盐水 0.2ml/d；放疗组以及含放疗的联合治疗组，于分组后 7 天行单次 6Gy 照

射；人参皂苷 Rg3 治疗组以及含人参皂苷 Rg3 治疗的联合治疗组，各自分别给予 4mg/Kg/d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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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g/Kg/d 两种剂量人参皂苷 Rg3 灌胃治疗。每隔日计算各组荷瘤小鼠移植瘤的平均体积，比较各

组小鼠荷瘤的生长情况并绘制肿瘤生长曲线。治疗周期为 14 天，末次治疗后 24 小时，将各组荷瘤

小鼠全部处死，测量各组肿瘤的体积及计算抑瘤率，应用流式细胞仪测量荷瘤小鼠脾脏 CD4+T 细

胞、CD8+T 细胞及 NK1.1+T 细胞阳性比率。 

结果  联合治疗组肿瘤体积与各组比较最小，抑瘤率最大；放疗组及人参皂苷 Rg3 组的肿瘤体积小

于对照组(P<0.05)；人参皂苷 Rg3 治疗组 CD4+T、CD 8+T 淋巴细胞阳性比率高于各组(P<0.05)；

单纯放疗组 CD4+T、CD8+T 及 NK1.1+T 淋巴细胞阳性比率低于各组(P<0.05)。 

结论  放射治疗联合人参皂苷 Rg3 能够提高对小鼠 Lewis 肺癌移植瘤的抑瘤效果，两者可能具有协

同抗肿瘤作用；人参皂苷 Rg3 能够提高荷瘤小鼠脾脏 CD4+T、CD8+T 淋巴细胞的阳性比率，并可

以改善因放射治疗引起的照射野内脾脏的 CD4+T、CD8+T、NK1.1+T 淋巴细胞的阳性比率的降

低。 

 
 
PT-024 

PD-L1 表达在肝细胞癌中的预后价值研究：meta 分析 

 
顾晓斌 高献书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0034 

 

目的  探讨程序性死亡分子 1 配体（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的表达在肝细胞癌中的

预后价值。 

方法  检索 PubMed, Web of Science, Embase 数据库，获取有关 PD-L1 表达在肝细胞癌中预后价

值研究的文献。风险比（Hazard ratio，HR） 和 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用来测

量 PD-L1 对于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和无疾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

无复发生存期（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之间的关系。比值比（Odds ratio，OR）和 95%

置信区间用来测量 PD-L1 和病人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 用 Begg 法来检测发表偏倚。应用

Meta 分析软件 Stata version12.0 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一共 7 项发表于 2009 年至 2016 年的研究被纳入 meta 分析。结果显示 PD-L1 表达与缩短的

总生存期（HR =2.09, 95% CI: 1.66–2.64, P<0.001）和较短的无疾病生存期/无复发生存期

（HR=2.3, 95% CI: 1.46–3.62, P<0.001）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而且，PD-L1 高表达还与肿瘤分化

（OR =1.51, 95% CI: 1–2.29, P<0.05），血管入侵（HR=2.16, 95%CI: 1.43–3.27, P<0.001）、

AFP（OR =1.46, 95% CI: 1–2.14, P<0.05）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但是，PD-L1 表达和肿瘤分期，

肿瘤大小，肝炎病史，性别，年龄，肿瘤多发性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此项 meta 分析并未检

测到发表偏倚。 

结论  此项 meta 分析表明，PD-L1 高表达可以预测肝细胞癌病人较差的总生存期和无疾病生存期/

无复发生存期。而且 PD-L1 高表达还与肿瘤分化，血管入侵，AFP 水平具有相关性。PD-L1 可以

作为肝细胞癌病人的预后指标。 

 
 
PT-025 

维生素 D 对免疫抑制小鼠外周血淋巴细胞及白细胞数量的影响 

 
王莹

1
 王宗烨

1
 宋淑军

2
 任晔

1
 崔迪

1
 

1.中国解放军第 306 医院放疗科 

2.中国解放军第 306 医院特种医学实验中心 

 

目的 通过给予不同剂量维生素 D 处理糖皮质免疫抑制小鼠模型，观察小鼠外周血淋巴细胞与白细

胞数量的变化，以期了解维生素 D 对小鼠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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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采用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小鼠模型，连续 7 天给予 4 UI/g，6 IU/g，10 IU/g 三种不同剂量的

维生素 D 灌胃处理，采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小鼠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及分类。统计分析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用 ANOVA 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组各指标之间的差异。 

结果 模型组外周血淋巴细胞数量及白细胞总数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给予剂量为 6UI/g 维生素

D 补充后，外周血淋巴细胞数量明显增高(p <0.05)，而 4 UI/g 和 10 IU/g 剂量的维生素 D 对淋巴细

胞数量没有明显的作用。而剂量为 6I U/g 和 10 IU/g 维生素 D 补充可以明显升高外周血白细胞数量

(p <0.05)，并且随着药物剂量增高，维生素 D 升高白细胞数量的作用越明显。结论 维生素 D 通过

升高免疫功能低下时淋巴细胞和白细胞的数量，产生免疫功能恢复的作用，并且维生素 D 对白细胞

升高作用存在剂量依赖性。 

 
 
PT-026 

维生素 D 与 X 线照射免疫功能受损时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

细胞比值的关系研究 

 
王莹

1
 王宗烨

1
 宋淑军

2
 任晔

1
 戴卓捷

1
 

1.中国解放军第 306 医院放疗科 

2.中国解放军第 306 医院特种医学实验中心 

 

目的 通过建立 X 线照射小鼠免疫抑制模型，观察维生素 D 对其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绝对

值及其比值的影响，以期了解维生素 D 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方法 采用 X 线照射小鼠免疫抑制模型，使用 ELEKTA AXESSE 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常规普放技术

进行照射，照射剂量为 2Gy，剂量率为 600cGy/min。给予剂量为 6IU/g 的维生素 D 腹腔注射连续

处理 7 天，采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小鼠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及分类。统计分析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用 ANOVA 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组各指标之间的差异。 

结果 模型组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淋巴细胞绝对值及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给予剂量为 6IU/g 维生素 D 补充后，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明

显升高(p<0.05)，并且基本恢复至对照组水平，而维生素 D 对外周血淋巴细胞的数量没有明显的作

用(p﹥0.05)。 

结论 X 线照射可以导致免疫功能下降，维生素 D 可以通过提高外周血免疫细胞数量及中性粒细胞

与淋巴细胞比值从而达到免疫功能恢复的作用。 

 
 
PT-027 

高剂量少分次放疗胰腺癌免疫功能影响 

 
任刚 夏廷毅 王颖杰 何子杰 秦青 

空军总医院 肿瘤放疗科 100142 

 

目的  观察高剂量少分次放疗胰腺癌前后免疫参数变化。  

方法  前瞻性收集拟行胰腺癌放疗患者，采用螺旋断层放疗系统治疗，胰腺病灶 PTV、CTV、GTV

分别为 70Gy、60Gy、50Gy，15 或 20 次，治疗前和治疗结束后均接受检测血液体液免疫指标

IgG、IgA、IgM、C3、C4 及细胞免疫指标 CD3、CD4、CD8 水平，采用配对 t 检验比较治疗前后

参数值差异。  

结果  从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5 月共入组 34 例，患者治疗前体液免疫参数 IgG、IgA、IgM、C3

及 C4 值低于正常值的例数分别为 0、0、2、7、1 例，治疗后 IgG、IgA、IgM、C3 及 C4 值低于

正常值的例数分别为 1、0、7、6、0 例。治疗前细胞免疫指标 CD3、CD4、CD8 值低于正常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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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分别为 1、1、7 例，治疗后分别为 1、1、9 例。IgM 值平均降低 9.6+/-17.5%（P=0.011），

其余参数治疗前后均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胰腺癌高剂量少分次放疗后免疫参数中，仅部分患者的 IgM 值降低，其余参数变化不大。 

 
 
PT-028 

小柴胡汤对过氧化氢诱导的人皮肤成纤维细胞氧化应激损伤的 

保护作用 

 
张健 杨艳明 毛铁铸 

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医院 130041 

 

目的  研究小柴胡汤水煎液对过氧化氢诱导的人皮肤成纤维细胞氧化应激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  培养人皮肤成纤维细胞（HDF），建立 HDF 细胞 H2O2 损伤模型；使用不同浓度（20、

50、100μg/mL）小柴胡汤水煎液干预 H2O2 损伤的 HDF 细胞，并设置 H2O2 模型组；MTT 法检

测细胞活力；化学发光法检测细胞内丙二醛(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及活性氧（ROS）含

量，蛋白质印迹法检测 Bcl-2、Bax、NF-kB 和 p53 蛋白表达。 

结果  相对于 H2O2 模型组，20、50、100μg/L 小柴胡汤水煎液保护组的细胞活力均显著提高

（P<0.05；P<0.01；P<0.01）；100 μg/L 柴胡汤水煎液保护组 SOD 活性显著升高（P<0.01），

MDA 含量和 ROS 荧光强度显著降低（P<0.01）；100 μg/L 柴胡汤水煎液保护组 NF-kB、p53、

Bcl-2 表达显著降低（P<0.05），而 Bax 表达却显著升高（P<0.05）。 

结论  小柴胡汤水煎液能保护过氧化氢诱导的 HDF 细胞氧化应激损伤，其机制与降低胞内过氧化程

度、阻断 NF-kB 通路有关。 

 
 
PT-029 

营养干涉对头颈部肿瘤急性放射性粘膜反应的临床研究 

 
王剑锋 程光惠 张银 管薇 陈倩倩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130033 

 

目的  探讨营养干涉对患者营养状态及急性放射性粘膜反应的影响。 

方法  68 例接受放疗的头颈部恶性肿瘤患者根据是否接受营养干涉治疗随机分为两组，其中营养咨

询加营养干涉治疗组 35 例，单纯接受营养咨询的对照组 33 例，分析比较两组在放疗前、放疗开始

1 个月、放疗结束、放疗后 1 个月的营养状况评分、平均体重、体重指数和急性粘膜反应分级。 

结果  营养干涉组的营养评估分数保持稳定，各时间点的平均分数无统计学差别；而对照组营养评

估分数在放疗开始 1 个月、放疗结束、放疗结束后 1 个月分别为 5.47±2.28、6.92±2.56、

4.12±2.71，与放疗前 3.51±1.25 比较明显升高，有统计学意义（P <0.05）。放疗中营养干涉组患

者平均体重与体重指数基本保持稳定；而对照组平均体重在放疗开始 1 个月、放疗结束时分别为

52.20±5.50kg、49.38±5.32 kg 明显低于放疗前 56.05±6.32kg（P＜0.05）；对照组体重指数在放

疗开始 1 个月、放疗结束、放疗后 1 个月分别为 20.43±1.94 kg/m2、19.24±2.26 kg/m2、

21.38±2.43 kg/m2 明显低于放疗前 22.52±1.65 kg/m2（P＜0.05）。在放疗中营养干涉组与对照组

严重急性粘膜反应（Ⅲ+Ⅳ级）发生率分别为 28.6%、51.5%，两者比较差异无显著意义

（p=0.053，P >0.05）；而放疗结束后 1 个月时，两组急性口腔粘膜反应（Ⅰ+Ⅱ+Ⅲ+Ⅳ级）发生

率分别为 25.7%、54.5%，营养干涉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5，P＜0.05）。 

结论  营养干涉可以有效的改善头颈部肿瘤放疗患者的营养状态，促进急性放射性粘膜反应的恢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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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030 

基于微信及 ARIA 网络的门诊放化疗患者综合营养管理模式初探 

 
王海云 龙小丽 陈妙娟 张西莉 周艳 王晓蒙 张军霞 李蔼琳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 10233530 

 

目的  针对本院患者平均住院日≤5 天的特点，设计一种适用于我科放化疗患者的营养管理流程。本

文针对我院现状，探讨基于微信平台的门诊放化疗患者综合营养管理流程的设计与实施，并与之前

未进行综合营养管理的患者进行对比。 

方法  研究组：选取 2015.10-2016.5 进行综合营养管理的患者 112 例，采用主观评价法（PG-

SGA）对拟进行放化疗的肿瘤患者分别于收治后、放疗前、放疗第 2 周、第 4 周、第 6 周、放疗结

束 1 个月为时间节点进行营养评估（重度营养不良患者每周评估）；所有存在营养风险的患者在首

次营养评估时纳入营养管理微信群及 VARIAN 的 ARIA 网络管理，实现医生、营养师、患者、护士

的相互沟通；每次营养评估时进行个体化营养教育及外周血的检查，计算 NRI 指数及小野寺指数；

中重度营养不良的患者还将制定个体化食谱每日进行膳食调查并进行热量计算。对照组：2014.11-

2015.9 未进入综合营养管理的患者 140 例，评估方法及外周血的检查同研究组，宣教方式为营养

指导手册与口头指导联合进行。 

结果  2014.11-2016.5 共入组 273 例，剔除数据不全的病例 21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分期、

KPS 评分及营养状态无差异。治疗期间研究组经过综合营养管理，体重下降 1.71±2.25 KG，对照

组体重下降 2.43±2.53 KG，两组对比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它指标除了小野寺指数在治疗

中两组对比无差异外，均有统计学差异。PG-SGA 评分研究组治疗中 8.58±3.99，治疗后

4.66±3.00，对照组治疗中 9.91±3.93 ，治疗后 6.30±3.36（P<0.05）；NRI 指数研究组治疗中

97.29±7.36 ，治疗后 103.33±5.72，对照组治疗中 95.07±7.40 

，治疗后 101.33±6.89（P<0.05）；小野寺指数研究组治疗后 46.78±4.07，治疗后 45.39±3.43

（P<0.05）。黏膜反应、骨髓抑制情况及放疗疗程天数未见统计学差异，但放疗中断率研究组

1.50±0.74，对照组 1.88±0.83（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基于微信及 ARIA 网络的综合营养管理流程在门诊放化疗中较常规营养教育能更加有效的与

患者互动，改善患者认知和依从性，及时发现营养问题并干预处理，使营养管理流程更加顺畅，值

得在相似放疗单位推广。 

 
 
PT-031 

放射治疗增强非小细胞肺癌中抗 PD-L1 治疗疗效及异位效应研究 

 
王慧 谢丛华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430071 

 

研究目的  构建小鼠双侧荷瘤模型，给予放射治疗同步抗 PD-L1 治疗，观察研究不同放疗方式对抗

PD-L1 治疗疗效及远位效应的影响，探究其外周血细胞因子水平和远位效应发生的相关性。 

研究方法  用 Lewis 肺癌细胞构建成年雌性 C57BL/6 小鼠双侧荷瘤模型，SPF 级，荷瘤部位分为原

位灶及转移灶，随机分为对照组、放疗组、单药组、实验组，对照组未做任何处理，放疗组内随机

分为单次照射组和分割照射组，放射治疗均于原位灶上进行，转移灶不作任何处理，单次照射组给

予一天单次 20Gy 照射，分割放疗组每天给予 8Gy 照射共 3 天，单药组给予 PD-L1 腹腔注射治

疗，实验组分别给予单次 20Gy 照射同步抗 PD-L1 治疗和分割每天 8Gy 照射共 3 天同步抗 PD-L1

治疗，各组分别观察原位灶及转移灶肿瘤体积大小，CBA 方法检测荷瘤小鼠治疗后外周血 IFN-γ 细

胞因子水平，实验中各数据小鼠数量至少 5 只。 

研究结果  放疗组与实验组治疗后原位灶肿瘤体积均显著缩小，实验组原位灶疗效优于放疗组及单

药组，测量治疗后各组第 17 天原位灶和转移灶肿瘤体积，实验组内不同放疗方式联合抗 PD-L1 原

位灶治疗间相比，无统计学差异。实验组治疗后转移灶肿瘤体积进展与放疗组、单药组相比明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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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治疗后第 17 天转移灶肿瘤体积各组相比 P<0.05，实验组内分割放射联合抗 PD-L1 治疗疗效

优于单词照射联合抗 PD-L1 治疗，测量两组治疗后第 17 天转移灶肿瘤体积相比，分割联合免疫治

疗小于单次照射联合免疫治疗，P<0.05。血清学结果显示，除外对照组，荷瘤小鼠治疗后外周血

IFN-γ 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细胞因子峰值处在治疗后第 10 天；各组中细胞因子峰值最高为

分割放射联合免疫治疗组，其次依次为分割放疗组、单药组、单次照射联合免疫治疗组、单次照射

组以及对照组，P<0.05，有统计学差异。 

结论  放射治疗可以增强非小细胞肺癌中抗 PD-L1 治疗疗效，联合治疗可有明显的异位效应。放射

联合免疫治疗中采用分割放射方式可大大增强治疗中异位效应的作用。且在血清学结果证实，放疗

可以使得细胞因子水平上升，其中分割放疗的方式血清学水平高于单次放疗。 

 
 
PT-032 

调节 miR-29b 可能促进抗胃癌浸润转移治疗的特异性 

 
简朔 

遂宁市中心医院 629000 

 

目的  探讨 miR-29b 与 MMP2 在抗胃癌浸润和转移治疗的作用。 

方法  收集 2009 年 4 月至 2011 年 3 月遂宁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胃癌手术病人的标本 49 例，这 49

名病人在手术前未经过化疗或放疗。1.应用 microRNA 微阵列芯片技术检测上述组织中 6 例标本

（Ming 氏膨胀型及浸润型各 3 例,包括胃癌组织及相应胃正常上皮组织)microRNAs 表达水平 2.应

用实时荧光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49 名病人肿瘤组织及癌旁正常组织中 miR-29b 的相对表达

量。3.检测了上述组织中 18 例标本 MMP-2 的相对表达量。探讨 miR-29b 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

之间的关系。探讨 miR-29b 与 MMP-2 表达变化的关系。 

结果  miR-29b 在胃癌组织中的相对表达明显低于癌旁正常组织（p<0.05）；miR-29b 的表达较低

与 

TNM 分 期 较 早(p=0.034,Mann-Whitne U test), 组织分化程度(p=0.036, Kruskal-Wallis H test),淋

巴结转移(p=0.027,Mann–Whitney U test)，闵氏分型（p=0.028, Mann–Whitney U test）密切相

关；miR-29b 的表达较低，与性别、年龄、肿块大小无相关性;胃癌中 miR-29b 与 MMP2 与相对表

达量呈负相关。 

结论  miR-29b 在胃癌组织中表达量降低，与淋巴结的转移密切相关,而且与 MMP-2 的表达量成负

相关。miR-29b 与胃癌的浸润和转移密切相关，其可能促进抗胃癌浸润和转移的特异性。 

 
 
PT-033 

原发性肝癌放疗中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降低与脾脏受照射剂量的

相关性及临床预后关系的研究 

 
赵倩倩

1,2
 刘同海

2
 王仁本

2
 岳金波

2
 

1.济南大学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2.山东大学附属山东省肿瘤医院 

 

目的  淋巴细胞可特异性识别并杀伤肿瘤细胞或释放一系列细胞因子激活免疫系统，在肿瘤免疫反

应中起重要作用。淋巴细胞对辐射敏感，放疗可促进外周血淋巴细胞凋亡从而降低宿主免疫抗肿瘤

效应。脾脏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并进入外周血，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

疫的中心。在本研究中，我们分析了原发性肝癌（HCC）患者接受放射治疗时外周血淋巴细胞最低

值（MinALC）与脾脏受照射剂量的相关性及对临床预后的预测作用，探讨 HCC 患者放疗中保护脾

脏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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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2015 年 5 月在山东省肿瘤医院接受放疗的 HCC 患者。入组标准为

Child A 级，接受常规分割放疗，放疗总剂量 50-60Gy，先前未接受放疗患者。排除放疗前有脾脏

肿大、脾切除术和血常规异常患者。应用 Eclipse 计划系统计算脾脏受量，放疗受量参数包括

Dmean（脾脏平均放疗剂量）和 V5Gy（脾脏接受 5Gy 及以上照射剂量体积占脾脏总体积的百分

比）。采集患者从放疗开始前 1 周至放疗结束时外周血细胞计数变化。采用 Kaplan-Meier 和 Cox

多因素回归分析 MinALC 与患者总生存关系。应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和 Logistic 线性回归分析脾

脏放疗受量参数与 Min ALC 关系。 

结果  共入组 59 例 HCC 患者，放疗计划中脾脏受照剂量值为 Dmean：589.85±649.43 cGy，

V5Gy：27.73±26.60%。Kaplan-Meier 分析显示患者 MinALC 是影响预后的因素 (P<0.001)。控制

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分期、KPS 评分、放疗剂量，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 MinALC(≤410 

cells/uL) 是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P=0.003)。MinALC 与脾脏 Dmean 和 V5 呈负相关

(P=0.005 和 P=0.001)。单因素线性回归显示患者 KPS 评分，脾脏 Dmean 和 V5Gy 是影响放疗期

间淋巴细胞计数降低的因素。控制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分期、KPS 评分、肿瘤照射体积，多

因素回归分析显示脾脏 V5Gy 是影响放疗期间淋巴细胞计数降低的独立因素(P=0.003)。 

结论  在 HCC 患者的放疗中，MinALC 是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放疗过程中脾脏放疗受量

升高可导致外周血 Min ALC 的降低。HCC 患者放疗计划制定应最大程度保护脾脏，以降低放疗对

外周淋巴细胞计数的影响。 

 
 
PT-034 

鼻咽癌患者的心理状态对放射毒性反应和疗效的影响 

 
洪金省

1,2,3
 华洋静玲

4
 陈金梅

1,2,3
 苏丽

1,2,3
 陈秀英

1,2,3
 蔡传书

1
 田俊

4
 张纬建

1,2,3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放射生物福建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3.福建省肿瘤个体化主动免疫治疗重点实验室 

4.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探讨鼻咽癌患者放疗前的焦虑和抑郁状态及其对远期毒性反应和生存率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为初诊的鼻咽癌调强放疗患者，前瞻性调查患者入院时的人口学特征和临床资料、

放疗开始前的焦虑和抑郁情况，以及远期放射毒性反应。采用 Fisher 确切概率检验分别比较不同

焦虑和抑郁状况的口干、听力减退、张口困难、吞咽困难及颈部纤维化发生率的差异。采用 Log-

rank 检验比较不同焦虑、抑郁的患者生存曲线的差异，采用 Cox 比列风险模型探索影响生存的因

素。 

结果  共有 227 例患者符合条件，3 年总生存率为 81%,平均生存时间为 46 个月。平均年龄为

48.6±11.1 岁；临床分期（UICC/AJCC2002 分期）：Ⅰ期：4 例，Ⅱ期：18 例，Ⅲ期：93 例，Ⅳ

期：112 例。Ⅱ级以上远期放射毒性反应：口干 37.5%；张口困难 4.6%；吞咽困难 16.6%；听力

损伤 28.1%；颈部纤维化 14.1%。放疗前焦虑发生率为 62.1%（141/227）,抑郁发生率为

20.6%(46/227)。焦虑（P=0.016）和抑郁（P=0.043）与颈部纤维化发生率存在差异，而与口干、

张口困难、吞咽困难、听力损伤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放疗前焦虑与 3 年总生存率（χ2=5.31，

P=0.021）相关；放疗前抑郁与生存率（χ2=0.08，P=0.774）无关。COX 回归分析示临床分期

（P=0.002）、焦虑状态（P=0.030）是影响生存的独立因素。 

结论  ①鼻咽癌患者放疗前焦虑和抑郁是影响鼻咽癌患者颈部纤维化的重要因素，这可能与焦虑抑

郁减少了功能锻炼有关。②鼻咽癌患者放疗前焦虑是影响鼻咽癌患者生存率的重要因素，医护人员

应定期评估患者的焦虑状态，及时干预，从而提高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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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035 

EGFR-TKI 与放疗对 NSCLC 细胞 PD-L1、MHCI 表达的影响 

 
张大昕 杨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01 

 

目的  分子靶向药物如厄洛替尼（erlotinib）和克唑替尼（crizotinib）明显提高有 EGFR 或 ALK 基

因突变的 NSCLC 患者的临床结局，但是使用酪氨酸酶抑制剂 TKI 的靶向药物治疗不能显著延长总

生存期。有研究发现肿瘤能通过免疫检查点，如 CTLA-4，PD-1，PD-L1 等，阻止持续的 T 细胞免

疫应答从而免受 T 细胞攻击，因此 NSCLC 将致瘤的免疫抑制状态诱导为免疫逃逸状态。深入研究

免疫检查点 PD-L1 和免疫相关蛋白 MHCI 与放疗、TKI 药物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可能为肺癌治疗提

供新的思路。 

方法  正常条件下培养人 NSCLC 细胞 A549，H1975，HCC827，PC9。流式细胞术检测免疫相关

的蛋白 PD-L1 和 MHCI 的表达情况。为了检测 EGFR 信号通路对 PD-L1 和 MHCI 表达的调节作

用，应用 100nM 阿法替尼、厄洛替尼、吉非替尼三种药物，分别处理上述细胞 24、48、72h，流

式细胞术检测 PD-L1 和 MHCI 表达情况的变化，并比较得出可以改变蛋白表达水平的最佳处理时

间点。不同放疗剂量 0/5/10/15Gy 分别处理上述细胞 48h，流式细胞术检测 PD-L1 和 MHCI 表达情

况的变化，并挑选出可以改变蛋白表达水平的最佳放疗剂量。 

结果  体外实验表明，EGFR 突变型细胞 H1975，HCC827，PC9 表面 PD-L1 表达量明显高于

EGFR 野生型细胞 A549（P =0.025，P＜0.05），而 MHCI 的表达量与 EGFR 基因是否突变无此

种关系。100nM 的 EGFR-TKI 药物阿法替尼、厄洛替尼、吉非替尼可降低 HCC827，PC9 细胞

PD-L1 的表达量,但对 A549，H1975 细胞无此种影响。针对上述四种细胞，放疗剂量越大， PD-

L1 和 MHCI 表达越高。 

结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 EGFR 阳性突变的 NSCLC 细胞中，EGFR 突变上调 PD-L1 蛋白的表

达，且 EGFR-TKI 药物可下调对其敏感的 EGFR 突变型细胞的 PD-L1 表达，而对于耐药的 EGFR

突变型细胞或野生型细胞，药物无此作用。而大剂量放疗则上调 PD-L1 和 MHCI 的表达。 

 
 
PT-036 

营养综合指数模型的构建及对鼻咽癌放射敏感性和急性毒性反应

的影响 

 
洪金省

1,2,3
 华洋静玲

4
 苏丽

1,2,3
 陈秀英

1,2,3
 蔡传书

1
 吕文龙

1,2,3
 田俊

4
 张纬建

1,2,3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放射生物福建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3.福建省肿瘤个体化主动免疫治疗重点实验室 

4.福建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目的  构建鼻咽癌患者的营养综合指数模型，并探讨营养综合指数（NI）与患者放射敏感性、急性

毒性反应和生存率的关系。 

方法  前瞻性调查鼻咽癌患者的营养状况及放射急性毒性反应，并进行放射敏感性评估。对放疗前

的 8 个营养指标（BMI、AMC、白蛋白、总淋巴细胞数、红细胞数、血红蛋白、血清前白蛋白、转

铁蛋白）采用哑变量分析方法进行模型构建。先采用第一批鼻咽癌患者资料构建出 NI 模型；比较

患者的综合营养状况与放射敏感性和急性毒性反应（口干、粘膜炎、味觉障碍、吞咽困难、食欲减

退、呕吐）的关系；采用二元 Logistics 回归分析影响放射敏感性的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影响毒性反应总评分的因素。然后采用第二批鼻咽癌资料用于营养综合指数模型的考核，采用 χ2

检验比较该营养综合指数模型区分营养不足与营养正常组放射敏感性的差异。采用 Kaplan-Meier

法和 Long-rank 检验计算和比较两组生存率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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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入组 316 例初诊鼻咽癌调强放疗患者。用于模型构建有 220 例患者。用 NI 评估患者的营养

状况，营养不足组 83 例，其中放射敏感 57 例（68.7%）；营养正常组 137 例，其中放射敏感 113

例（82.5%）（χ2=5.61，P=0.018）。Logistics 回归分析显示：NI 是影响患者放射敏感性的因

素。2 级及以上口干、黏膜炎、味觉障碍、食欲减退、呕吐和吞咽困难的发生率在营养不足组和营

养正常组分别为 67.1%、56.1%、69.5%、57.3%、11.0%、52.4%和 48.9%、50.4%、54.7%、

54.7%、11.7%和 35.8%；把六种反应评分累加，两组间总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0，P 

=0.03）。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原发灶剂量和 NI 是影响毒性反应总评分的因素。用于模型考核有

96 例，营养不足的有 51 例，其中放射敏感 33 例（64.7%）；营养正常的有 45 例，其中放射敏感

38 例（84.4%）（χ2=5.06，P=0.024）。营养不足和营养正常的的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68.0%和

86.7%（χ2=4.75，P=0.029） 

结论  营养指数模型综合地反映了患者的营养状况，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营养状况的改善可

能是通过提高放射敏感性及减轻急性毒性反应，从而带来生存获益。 

 
 
PT-037 

终末期恶性肿瘤患者生存期的影响因素分析 

 
刘波 武云 

包头市中心医院 014040 

 

目的  探讨终末期恶性肿瘤患者生存期的影响因素，更好的指导临床医生选择适当的治疗。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 月-2016 年 1 月在我科治疗死亡的 126 例晚期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

料，选择生化指标：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红细胞计数、电解质（钾、钠、氯、钙）、

肌酐、尿素氮、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乳酸脱氢酶、血清白蛋白、血氨，临床指标：KPS 评

分、年龄、性别、呼吸困难、疼痛、恶心呕吐、发热、黄疸、嗜睡作为研究因素，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单因素分析, 并对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多因素分析。 

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生化指标中 KPS 评分、肌酐、白细胞计数、谷草转氨酶、乳酸脱氢酶、血

氨、嗜睡、呼吸困难与终末期恶性肿瘤患者生存期有关，多因素分析显示乳酸脱氢酶、白细胞计

数、嗜睡、呼吸困难为影响患者生存期的相关指标。 

结论  KPS 评分、乳酸脱氢酶、白细胞计数、嗜睡、呼吸困难为影响患者生存期的独立危险因素。 

 
 
PT-038 

基于代谢组学的鼻咽癌放疗口腔黏膜反应评估初步研究 

 
姬磊 秦颂兵 周菊英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15006 

 

目的  通过分析鼻咽癌患者放疗过程中口腔唾液的代谢组学改变，寻找可能的目标代谢物以及发现

可能存在的代谢途径变化，以此评估鼻咽癌患者放疗口腔黏膜反应程度。 

方法  本研究拟选取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 20 例初诊未治鼻咽癌患者和 

10 例健康志愿者作为研究对象，留取鼻咽癌患者放疗前，放疗中及放疗后的唾液标本及健康志愿

者唾液标本作为研究资料，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er）检测留取唾液样本中的代谢物，获得其代谢轮廓。应用正交信号校正的偏最小二乘

法对健康志愿者及鼻咽癌患者放疗前唾液标本代谢组学数据进行多变量统计分析，找到并鉴别出若

干重要的差异代谢物并分析其相应的代谢通路。其次对鼻咽癌患者放疗过程中唾液标本代谢组学变

化进行对比分析，分析其与口腔黏膜反应程度的对应关系。 

结果  通过 GC-MS 法获得相应唾液标本的代谢轮廓，通过统计学分析表明：1.通过对代谢组学结

果的分析，初治鼻咽癌患者放疗前及健康志愿者唾液代谢标本中可以被区分开，同时找到和鉴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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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重要差异代谢物，分别为为乳酸(Lactic acid)，琥珀酸(Succinic acid)及葡萄糖(Glucose );2.通

过对鼻咽癌患者放疗前中后唾液标本代谢组学变化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在放疗期间，患者唾液

中甘油三酯的水平下降明显，差别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对比分析：甘油三酯下降水平与口腔粘膜反

应程度呈相关性。 

讨论  通过对鼻咽癌患者放疗前及健康志愿者唾液相关代谢通路分析显示，与健康人相比，鼻咽癌

患者唾液中存在乳酸、琥珀酸及葡萄糖表达异常，提示患者能量代谢紊乱和三羧酸循环代谢异常。

具体表现与―Warburg 效应‖相关，即糖酵解作用增强，导致葡萄糖大量消耗。在鼻咽癌放射治疗过

程中，患者唾液的甘油三酯水平下降明显，提示脂肪分解较前加剧，为口腔黏膜组织代偿机制的一

种表现。甘油三酯变化水平可以用于评估鼻咽癌患者放疗的口腔黏膜反应。 

 
 
PT-039 

鼻饲对比经口营养支持治疗对食道癌放疗患者营养状况的作用：

荟萃分析 

 
邱恩毅 董事 李臻 陈增边 翁欣然 金璋 林权冰 沈洁 

温州市中心医院 325000 

 

目的 分析经鼻饲营养支持对比经口营养支持对食道癌放疗期间患者营养状况的作用。 

方法 检索 2010 年 8 月-2016 年 8 月，在万方、中国期刊网、维普、PubMed、Medline、

Cochrane Library 数据库等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查找符合条件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收集相关我国经

鼻饲营养支持对比经口营养支持对食道癌放疗期间患者营养状况作用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纳入研

究的文献，根据 Cochrane 系统评价手册 5.0 对研究进行质量评价。在 RevMan5.1 软件中对相应

的研究指标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3 个独立的随机对照试验，共 251 例患者，纳入 Meta 分析。鼻饲营养支持组在体重增加方面

有优于经口营养组的趋势，然而没有显著性的差异（P>0.05），SMD 及 95%CI 分别如下：4.40

（-0.36～9.16）；鼻饲肠内营养支持组在血清白蛋白和血清前白蛋白等营养状况的指标上均没有

显著优于常规饮食组（P>0.05）；各项 SMD 及 95%CI 分别如下：1.78（-2.32～5.88），

P=0.39；20.47（-22.92～63.87），P=0.36。漏斗图表明各项指标未有显著性发表偏倚。 

结论 鼻饲营养支持治疗较经口营养支持并没有显著改善食管癌放疗患者的营养状况，进一步结论

需扩大样本量研究证实。 

 
 
PT-040 

营养评估在老年食管癌患者放疗中的应用研究 

 
许妍 赵瑞莹 王攀姣 张智慧 

河南省人民医院 450003 

 

目的  探讨营养评估在老年食管癌患者在放疗期间的作用，为老年食管癌患者选择合适的营养评估

工具，了解老年食管癌患者放疗期间的营养状况，选择营养支持的最佳时机提供参考，帮助老年患

者提高生活质量，减少再住院。 

方法  运用欧洲肠外肠内营养学会（ESPEN）推荐的营养风险筛查（NRS2002）工具、人体测量

指标，在放疗开始日、放疗后每周对我院放疗科住院的 65 例老年食管癌患者，进行营养评估与营

养风险筛查，发现在放疗的不同时期患者营养风险的发生率。 

结果  通过筛查发现随着放疗剂量的增加，患者的营养风险也在逐步增高，运用人体测量指标发

现，放疗后 BMI 有统计学意义，老年食管癌患者放疗过程中 NRS2002 评分与体质指数（BMI）呈

显著相关，与三头肌皮褶厚度（TSF）、上臂围（AC）、上臂肌围（AMC）呈中度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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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老年食管癌患者在放疗期间营养风险和营养不良状况随着放疗剂量的增加而增高，且出现的

早，在营养风险评估工具上，适宜应用 NRS2002 评估工具，它能及时有效地评估出患者的营养风

险，在营养干预上，建议医护人员工具患者的营养状况动态评估，把握适宜时机，为患者选择合适

的营养途径，改善患者营养状况，增强对放疗的耐受力，减少放疗急性不良反应，保证放了计划的

顺利实施，开展延续性护理，使患者提高生活质量，减少在入院率。 

 
 
PT-041 

口服营养补充对鼻咽癌同期放化疗患者的干预研究 

 
丁慧萍

1
 窦圣金

2
 凌轶群

1
 朱国培

2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放疗科 

 

目的  本研究旨在早期强化的个体化营养教育和口服营养补充对鼻咽癌同期放化疗患者营养状况及

人体成分的影响，以期找到优化的营养干预证据。 

方法  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的方法，以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间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放疗科 59 例鼻咽癌同期放化疗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试验组

33 例，对照组 26 例。试验组给予个体化营养教育和口服营养补充，营养教育频率为放疗开始前 1

次，放疗开始后每周 1 次；口服营养补充为每日 300~600Kcal,从放疗开始至放疗结束。对照组给

予常规治疗。采用生物电阻抗方法及 PG-SGA 营养评估法，观察营养干预对鼻咽癌同期放化疗患

者的营养状况 PG-SGA 评分及人体成分指标，如体重、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脂

肪组织（fat mass，FM）、去脂组织（fat-free mass ，FFM）、体细胞量（body cell mass，

BCM）、骨骼肌量（skeletal muscle mass，SM）及相位角（phase angle，PA）的影响。 

结果  共入组 59 例患者，其中 57 例完成了方案规定的营养评估。男性 41 例，女性 16 例，年龄

（45.20±1.86）岁，基线 KPS 评分在 80~90 分之间的患者占 95%，DDP 同步化疗完成次数 2 次

以上患者占 92%。随着观察时间的变化，所有患者人体成分指标均有下降，体重、BMI、FMI、

FFMI 从第 2 周开始出现明显降低，第 6 周达到最低；SM、BCM 在第 4 周开始明显降低，第 6 周

达到最低；PA 从放疗开始逐渐下降，第 6 周达到最低；PG-SGA 营养评估的评分值在第 2 周开始

急剧上升，第 6 周达到最高。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体重、BMI、FFMI、SM、BCM、PA 在同步

放化疗期间下降的趋势有所缓和，且在整个放疗期间，上述指标结果试验组均高于对照组，无统计

学差异（P＞0.05）；PG-SGA 评分值，试验组均低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鼻咽癌患者在同步放化疗期间营养状况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营养不良程度在放疗结束时达到

最高。及时给予个体化营养教育和口服营养补充可在一定程度缓解营养不良的进一步下降，但可能

因为样本量的原因两组变化趋势无统计学差异，需增加样本量作进一步研究；对于口服营养补充改

善鼻咽癌同期放化疗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提高放化疗的耐受性还需要长期的随访以验证。 

 
 
PT-042 

炎性树突状细胞在肿瘤免疫 T 细胞反应中的作用 

 
张用 曾凡玉 魏来 罗燕 段丽群 徐崇明 

湖北省肿瘤医院 430079 

 

炎性树突状细胞是一种来源于单核细胞的树突状细胞亚群，在机体肿瘤免疫状态下初始免疫及获得

性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而其对 T 细胞的作用目前观点不一，研究颇多。但是一直没有系统和一

致性观点的阐述。为此，我们将从该细胞在初始免疫系统和获得性 T 细胞免疫反应中的作用，主要

是 Th1，Th2，Th17， Treg 细胞及 CD8+T 细胞反应中的作用予以综述。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947 

 

PT-043 

鼻咽癌患者外周血 MAGE-A1、MAGE-A3 特异性 CTL 免疫应答差异

与临床相关性 

 
董丹宁

1
 常雪梅

2
 胡云辉

1
 范佩文

2
 王若峥*

1
 

1.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肿瘤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通过观察肿瘤特异性抗原（TAA）中黑色素瘤抗原 A1（MAGE-A1）、黑色素瘤抗原 A3

（MAGE-A3）抗原表位肽刺激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特异性细胞毒性 T 细胞(CTL)产生 γ 干

扰素(IFN-γ)的能力，分析鼻咽癌患者的特异性 CTL 免疫应答差异。 

方法  收集 66 例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6 月确诊鼻咽癌住院患者。用

合成的 MAGE-A1、MAGE-A3 特异性 CTL 抗原表位肽刺激鼻咽癌患者的 PBMC, 采用酶联免疫斑

点法(ELISPOT)检测分泌 IFN-γ 的 CTL 细胞的频率及强度。并分析其与鼻咽癌患者临床特征之间的

关系。各组对 MAGE-A1、MAGE-A3 平均反应强度用斑点形成细胞(SFC)/106PBMC 表示。结

果  ELISPOT 检测结果: （1）鼻咽癌患者外周血中 MAGE-A1、MAGE-A3 特异性 CTL 免疫应答阳

性率分别为 22.9 %和 17.1 %，平均反应强度分别 35.0 和 40.0 SFC/106PBMC。（2）鼻咽癌患者

汉族组 MAGE-A1 特异性抗原多肽反应阳性率与维吾尔族组相比无明显统计学差异（Ρ=0.188）； 

Ⅳ期患者 MAGE-A1 特异性抗原多肽反应阳性率高于Ⅲ期组，分别为 37.9%、17.1%，两组间无明

显统计学差异（Ρ=0.093），MAGE-A1 特异性抗原多肽反应阳性率在性别、年龄、肿瘤复发及转

移间无明显差异（Ρ＞0.05）。女性组 MAGE-A1 平均反应强度为 50.0 SFC/106PBMC，明显高于

男性组 32.8 SFC/106PBMC（Z=-2.366，Ρ=0.020）。（3）鼻咽癌患者 MAGE-A3 特异性抗原多

肽反应阳性率中年龄 50 组高于<50 组，分别为 25.8%、11.4%，但两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Ρ＞

0.05）。MAGE-A3 平均反应强度：汉族组 43.3 SFC/106PBMC 明显高于维吾尔族组 21.6 

SFC/106PBMC（Ρ=0.031），Ⅲ期组 49.5 SFC/106PBMC 明显高于Ⅳ组 26.6 SFC/106PBMC

（Ρ=0.018），其余组间 MAGE-A3 平均反应强度较差距较小。 

结论  鼻咽癌患者可对肿瘤特异性抗原 MAGE-A1、MAGE-A3 多肽产生特异性 T 细胞免疫反应，可

能为鼻咽癌免疫治疗研究提供线索。 

 
 
PT-044 

新疆鼻咽癌外周血 EBV 潜伏膜蛋白 2 特异性 CTL 免疫表位 

筛选分析 

 
刘凯

1
 胡云辉

1
 常雪梅

2
 范佩文

2
 王若峥*

1
 

1.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头颈放疗科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肿瘤学重点实验室 

 

目的  探讨酶联免疫斑点法（ELISpot 法）筛选出鼻咽癌初治患者 EBV 潜伏膜蛋白 2（LMP2A）特

异性的抗原肽段表位,为鼻咽癌细胞免疫治疗及肿瘤多肽疫苗开发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选择 2015 年 1 月～2016 年 6 月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明确诊断的鼻咽癌初治患者

32 例，EBV-DNA 检测均为阳性。采用 Culture ELISpot 法检测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对 EBV-

LMP2A 表达的全部肽池（重叠肽 -1~重叠肽-13）产生的 IFN-γ 的抗原表位特异性 CTL 免疫反应频

率（n%）及强度（SFC/106PBMC）。 

结果  (1)鼻咽癌患者 EBV-LMP2A 抗原肽池产生的 IFN-γ 的 CTL 免疫反应阳性 22 例，频率为

68.75%，强度为 344.77/106；(2)鼻咽癌患者对 LMP2A 各肽池中特异性 CTL 免疫反应频率较高

为：重叠肽-5、重叠肽-4、重叠肽-6，强度较高为：重叠肽-5、重叠肽-8、重叠肽-6；(3)汉族鼻咽

癌对 LMP2A 各肽池特异性 CTL 免疫反应频率较高为：重叠肽-5、重叠肽-4、重叠肽-6，强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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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叠肽-5、重叠肽-8、重叠肽-4，维吾尔族鼻咽癌对 LMP2A 各肽池特异性 CTL 免疫反应频率

较高为：重叠肽-6、重叠肽-3、重叠肽-4、5、8，强度较高为：重叠肽-8、重叠肽-6、重叠肽-3；

(4)T1-2 鼻咽癌对 LMP2A 各肽池特异性 CTL 免疫反应频率较高为：重叠肽-5、重叠肽-4，强度较

高为：重叠肽-5，T3-4 鼻咽癌免疫反应频率较高为重叠肽-5、重叠肽-6，强度较高为：重叠肽-8；

(5)N0-1 鼻咽癌对 LMP2A 各肽池特异性 CTL 免疫反应频率较高为：重叠肽-5，强度较高为：重叠

肽-8，N3-4 鼻咽癌免疫反应频率较高为重叠肽-5，强度较高为：重叠肽-5；(6)Ⅰ-Ⅱ期鼻咽癌对

LMP2A 各肽池特异性 CTL 免疫反应频率较高为：重叠肽-5，强度较高为：重叠肽-5，Ⅲ-Ⅳ期鼻咽

癌免疫反应频率较高为重叠肽-5，强度较高为：重叠肽-8。 

结论  (1)、EBV-LMP2A 重叠肽-5 可能为导致鼻咽癌发生、发展的致瘤肽段及免疫治疗的潜在最优

理想靶点表位；(2)、EBV-LMP2A 重叠肽-4、6、8 肽段可能是潜在次选靶点表位；(3)、EBV-

LMP2A 特异性 CTL 反应在临床特征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性。有助于对开发 EBV 相关肿瘤多肽

疫苗，为 NPC 的免疫治疗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PT-045 

The antitumor effects of oncolytic herpes simplex virus 

oHSV2-GM-CSF against colorectal cancer in vitro and vivo 
 

yin lei
1,2

,xu zhongfa
3
,sun yanlai

2
 

1.School of Medicine and Lif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Jinan-Shan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2.Depar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Shandong tumor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3.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dong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ackground and purpose The incidence of colorectal cancer (CRC) is on the rise. Furthermore, 
latestage diagnoses and limited efficacious treatment options that make it complex clinical 
challenge. Therefore, the new therapeutic regimen with completely novel therapeutic mechanism 
is necessary for colorectal cancer. In present study, it was the first time to assess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oHSV2

-GM-CSF
 (oHSV2) in colorectal cancer in vitro and vivo. It is an oncolytic agent 

derived from herpes simplex virus type 2 that encoding 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GM-CSF). 
Methods In vitro, we investigated the cytopathic effects of oHSV2 in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s 
by MTT. Then the cell cycle progression and the apoptosis of oHSV2 were examined by flow 
cytometry, respectively. In vivo, we generated a model of colorectal cancer with mouse colorectal 
cancer cell CT26 in balb/c mice, the antitumor effects and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 of oHSV2 
were assessed on mice xenografted. In our study,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oHSV2 had bee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hemotherapeutic agent 5-fluorouracil (5-FU). 
Results In vitro data showed that oHSV2 infected the human and murine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s successfully and forming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yncytias. The infection of cancer cells 
were independent of the cell cycle and mainly induced tumor cells necrosis and late apoptosis. In 
vivo,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HSV2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umor growth and prolonged survival in 
rats-bearing CT26 subcutaneous xenotransplanted tumor model with less toxic. With virus 
replication, oHSV2 not only resulted in a reduction of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MDSCs) 
and 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in spleen, but also increased the mature dendritic cells (DCs) in 
draining lymph node and the effective CD4

+
 T lymphocytes, CD8

+ 
T lymphocytes in tumor 

microenvironment. 
Conclusions  Our study provides the first evidence that oHSV2 could induce cell death in 
colorectal cancer in vitro and in vivo. These findings underline the oHSV2 as an effective 
therapeutic cancer candidate that cause oncolysis effect and recruite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s 
for enhanced therapeutic impact and tumor elimination. Accordingly, oHSV2 i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ool for the treat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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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046 

PD-1/PD-L1 表达水平与食管鳞癌的预后关系研究 

 
李琦 李涛 

四川省肿瘤医院 610000 

 

目的  探讨 PD-1/PD-L1 在食管鳞癌中表达水平与各临床因素及预后的关系。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和分析法，对我院 2010.1~2011.1 接受了单纯放疗或同步放化疗的 90 例食

管鳞癌患者的未治疗前肿瘤石蜡包埋组织标本进行免疫组化检测 PD-1/PD-L1 的表达。按 H-Score

评分进行表达水平的结果判读。采用 Kaplan-Meier（K-M 法）对 PD-1/PD-L1 低表达及高表达组行

生存分析。PD-1/PD-L1 表达是否是临床独立预后因素采用 cox 回归模型进行单变量及多变量分

析。以 P<0.05（双尾）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90 例患者中，男性 62 名，女性 28 名，中位年龄为 54 岁（37~79 岁），PD-1 在食管鳞癌

组织上低表达，而在淋巴细胞上高表达。PD-L1 在食管鳞癌组织细胞膜上高表达，阳性表达率为

38%。PD-L1 表达阳性患者的 1 年总生存期低于表达阴性者（P=0.03），在 T2，T3 和 III 期、IV

期 PD-L1 的表达阳性率更高。 

结论  PD-1/PD-L1 在食管鳞癌的细胞膜上有表达，且 PD-L1 表达的状态与分期晚、有淋巴结转移

及远处转移的患者的预后显着相关，阳性表达的患者预后更差。PD-L1 是一个独立预后因素，为食

管鳞癌患者进行免疫治疗提供依据。 

 
 
PT-047 

肝细胞癌患者外周血 NK 细胞频率、功能及受体表达的研究 

 
张爱民 

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 100039 

 

目的  检测肝细胞癌（HCC）患者外周血自然杀伤（NK）细胞频率、功能及受体表达的变化，并分

析其在 HCC 患者的表达特点。 

方法  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36 例 HCC 患者、34 例乙型肝炎肝硬化（LC）患者的外周血 NK 细胞频

率及其受体 158a、158b、NKG2D 、NKP30、NKP44、NKP46 的表达情况，用白介素 12

（IL12）刺激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流式细胞术检测 NK 细胞分泌 IFN-γ、TNF-α 的能

力，并用流式细胞毒性分析法检测 NK 细胞对 K562 细胞的杀伤效率，对两组 NK 细胞频率、受体

及功能进行分析和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 NK 细胞的频率无显著差异（P＞0.05）。CD56
dim

NK 细胞的活化性受体 NKG2D、

NKP30 表达在 HCC 组高于 LC 组（P＜0.05）。在 IL-12 刺激下 HCC 组 CD56
bright

NK 细胞 IFN-

γ、TNF-α 表达率、CD56
dim

NK 细胞 IFN-γ 表达率均低于 LC 组（P＜0.05）。HCC 组 NK 细胞对

K562 的杀伤比例高于 LC 组（P＜0.05）。 

结论  HCC 组 NK 细胞分泌细胞因子能力低于 LC 组，但杀伤功能强于 LC 组，可能与其表面活化

性受体高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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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048 

核糖体蛋白家族在肿瘤发生发展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袁飞

1,3
 王树斌

2,3,4
 武云

2,3,4
 朱巍

2,3,4
 

1.包头市中心医院(原:包头市第二医院)，检验科 

2.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包头临床学院肿瘤科 

3.包头医学院肿瘤防治研究所 

4.包头市中心医院肿瘤科 

 

核糖体蛋白（ribosomal protein，RP）很不稳定，容易被核质的蛋白酶降解，出现调节异常继而出

现代谢紊乱，核糖体蛋白合成减少，核糖体亚单位合成增加，导致细胞异常增殖以及功能障碍，甚

至细胞的恶性转化。这些环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核糖体蛋白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也

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核糖体蛋白家族在肿瘤进展中通过各种的分子机制，对多种肿瘤发生进展的

不同阶段发挥了多种作用。肿瘤的进展与核糖体蛋白的基因扩增以蛋白的过表达为特点。大量研究

证实了多种核糖体蛋白在肿瘤中表达上调，部分在肿瘤中表达下调，提示我们核糖体蛋白在人类疾

病及肿瘤的发生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可能参与并促进肿瘤的发生与发展。抗核糖体合成

的药物不会对基因组产生损伤，对分化成熟的细胞的遗传毒性很低。显而易见，针对核糖体蛋白的

治疗具有高度特异性，有可能发展为一种更为有效，低毒的新的肿瘤治疗方式。 

 
 
PT-049 

化疗期间的肠外营养对晚期结肠癌合并中度营养不良的影响 

 
税莲 罗文娟 

四川绵阳四 0 四医院（川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621000 

 

目的  探讨化疗期间的肠外营养对晚期结肠癌合并中度营养不良的影响    

方法  以进食差的晚期结肠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 PG-SGA 量表选择合并中度营养不良的患者

20 例，将其随机分为营养组（10 例）及对照组（10 例），均以奥沙利铂、亚叶酸钙联合氟尿嘧啶

的三周方案进行化疗。营养组在化疗期间予肠外营养+常规饮食，对照组予常规饮食。比较两组患

者在化疗前、化疗后 1 月的营养 PG-SGA 评分、体质量指数、血浆白蛋白、前白蛋白情况。 

结果  化疗后营养组的 PG-SGA 评分明显低于化疗前，血清白蛋白、前白蛋白、体质指数均显著高

于治疗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而对照组化疗后 PG-SGA 评分、血清白蛋白、

前白蛋白、体质指数与治疗前均无明显差异（P＞0.05）。  

结论  PG-SGA 量表对化疗前后患者的营养状况的评价具有敏感性。中度营养不良合并进食困难的

晚期结肠癌癌患者，化疗期间予肠外营养能有效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 

 
 
PT-050 

重视肺癌患者早期营养筛查 

 
王菁 李杰 张福丽 

山西省肿瘤医院 放疗胸部一病区 030013 

 

目的  营养不良对肿瘤患者的治疗和预后有重要影响。头颈部和消化道肿瘤患者营养不良较为常

见，在营养领域中关于它们的研究颇多。在我国，肺癌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恶性肿瘤首位，且

临床就诊患者往往病期偏晚。本文旨在对我院肺癌患者的营养状态做一筛查，初步探究临床就诊肺

癌患者的营养状况，为及时合理应用营养支持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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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随机选取我院我科连续 3 月收治的 133 例胸部肿瘤患者，其中肺癌患者 69 例，中位年龄

59.4 岁，包括 III 期患者 51 例，IV 期 18 例；食管癌患者 64 例，中位年龄 65.4 岁，其中 III 期患者

55 例，IV 期 9 例。利用专门为肿瘤患者设计的特异性营养评估工具 PG-SGA 量表对肿瘤患者进行

营养评估。采用 SPSS16.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 

结果  69 例肺癌患者中，营养良好者占 17.4%，轻中度营养不良者占 78.3%，重度营养不良者占

4.3%。64 例食管癌患者中，营养良好者占 9.4%，轻中度营养不良者占 59.4%，重度营养不良者

占 31.3%。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本研究结果示肺癌患者重度营养不良发生率虽较同期收治的食管癌比例低，但是其轻中度营

养不良者的比例及整体营养不良者比例不容小觑。据报道 66％～88％肺癌患者经历不同程度的疼

痛；33.3％-50.9％肺癌患者存在焦虑和抑郁。疼痛症状和精神因素均会加重患者的心理不良情

绪，影响患者的饮食摄入量和生活质量。又因为对于晚期肺癌患者，放、化综合治疗是其主要治疗

方式。在治疗过程中，如果忽略其营养状态，疼痛、精神方面和治疗毒副反应等不良因素相叠加会

导致营养不良发生率及程度逐步加重，从而影响肺癌患者的治疗和预后，增加并发症的发生。既往

多数情况，我们仅在患者严重体力不支或对放化疗耐受性变差时，才实施营养支持治疗，那时或许

已丧失最佳时机。我们应重视晚期肺癌患者营养不良风险筛查，尽早给予营养干预，防微杜渐，以

期提高肺癌患者生活质量和治疗效果，延长生存期。 

 
 
PT-051 

营养状况与炎症指标对食管癌同期放化疗急性期毒副反应的影响 

 
关嵩 王倩 王军 王祎 曹峰 焦文鹏 武亚晶 程云杰 刘青 杨从容 景绍武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50011 

 

目的  探究不同营养状况、不同炎症反应指标对食管癌调强放疗同期化疗患者急性治疗相关毒副反

应的影响。 

方法  观察不同营养状况、不同炎症反应指标对 338 例食管癌调强放疗同期化疗患者急性治疗相关

毒副反应的影响。其中营养状况指标包括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水平、白蛋白

（albumin，ALB）水平、总淋巴细胞计数（total lymphocyte count，TLC）水平、有无贫血；炎

症反应指标包括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lymphocyte ratio，NLR）、血小板淋巴细胞

比值（platelet lymphocyte ratio，PLR）。计数资料统计学指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或 Fisher′s 确

切概率法，p 值＜0.05 认为有统计学差异。 

结果  营养状况分析显示 BMI 正常组和低 BMI 组急性血液系统毒副反应、放射性食管炎和放射性肺

炎发生率统计学均未见显著差异（χ2=3.544，P=0.471；χ2=5.059，P=0.281 和 χ2=4.557，

P=0.207）；低 ALB 组 2 级、3 级、4 级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为 31.8%、27.2%和 4.5%，高于

ALB 正常组的 26.1%、7.9%和 0.7%（χ2=25.777，P=0.000）；TLC 正常组、TLC 轻度低下组、

TLC 中度低下组和 TLC 重度低下组急性血液系统毒性反应差异明显，随 TLC 下降血液系统毒性反

应发生率显著增加（χ2=30.157，P=0.003），而放射性肺炎发生率随 TLC 下降明显降低

（χ2=39.495，P=0.000）；贫血组 2 级、3 级、4 级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为 36.8%、21.0%和

10.5%，高于非贫血组的 26.0%、9.7%和 0.6%（χ2=20.876，P=0.000）。炎症指标分析显示

NLR 及 PLR 不同分组与急性血液系统毒性反应和急性放射性肺炎无明显相关，高 NLR 组和高

PLR 组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显著高于低 NLR 和低 PLR 组（χ2=24.849，P=0.003 和 χ2=19.313，

P=0.001）。 

结论  营养状况指标中 ALB 及 Hb 水平与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情况相关，随 ALB 及 Hb 下降放射

性食管炎发生率增加；随 TLC 下降急性血液系统毒性反应发生率显著增加，而放射性肺炎发生率

明显降低。炎症反应指标中 NLR 及 PLR 水平与急性血液系统毒性反应和急性放射性肺炎无明显相

关，但随 NLR 及 PLR 升高，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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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1 

前列腺癌患者每日一野质子放疗急性不良反应更重？ 

 
王宏梅

1
 Ramesh Rengan

2
 Jing Zeng

2
 

1.南方医院放疗科 

2.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放疗科 

 

目的  前列腺癌患者每日一野的放疗方法已在几家质子中心开展，但具体急性放疗不良反应研究鲜

见报道。本研究旨在对比评价每日一野与每日两野质子放疗前列腺癌患者急性不良反应有无差异。 

方法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自 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5 月在一家质子中心接受根治性放疗的前列腺癌

患者数据。急性放疗不良反应根据 CTCAE v3.0 标准评级，时间定义为从放疗开始至完成放疗后 6

个月以内。两组之间急性不良反应差异应用 Fisher 精确检验分析。 

结果  26 例患者采用每日一野（每野 1.8CGE，1 野/日）质子放疗，97 例患者采用每日两野（每野

0.9CGE，2 野/日）质子放疗，患者一般状况、皮肤反应、泌尿系反应、胃肠道反应、直肠出血和

臀部疼痛等急性放疗不良反应纳入评价分析，结果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在每日一野质子放疗组与每日

两野质子放疗组之间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结论  从急性不良反应角度来看，前列腺癌患者每日一野质子放疗是可行的，与每日两野质子放疗

急性不良反应无明显差异。 

 
 
PU-002 

应用 3T 磁共振成像表观弥散系数（ADC）监测前列腺癌碳离子治

疗后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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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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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萍

1
 张晓萌

1,2
 蔡昕

1
 张光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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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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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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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评价磁共振成像表观弥散系数（ADC）在监测前列腺癌碳离子治疗后的动态变化的价值 

方法  24 例经穿刺活检证实的前列腺癌（PCa）且接受根治性碳离子放射治疗的患者纳入此项研

究。PCa 患者在治疗前（T0）、治疗中（T1）、治疗结束 0-3 天（T2）及治疗结束后 3 月行 MRI

弥散加权成像，应用 ADC 值动态评估前列腺癌组织、良性前列腺组织及闭孔内肌在四个时间点的

动态变化。前列腺癌患者在治疗前、治疗结束时、治疗结束后 1 月及 3 个月分别检测血清 PSA

值。 

结果  在 24 例 PCa 患者中共检测到 26 个前列腺癌病灶纳入分析。在前列腺癌组织中，平均 ADC

值(0,800)在治疗前（T0）、治疗中（T1）、治疗结束 0-3 天（T2）及治疗结束后 3 月分别是

1.08×10?3mm2/s, 1.22×10?3mm2/s, 1.30×10?3mm2/s, and 1.42×10?3mm2/s。与治疗前 PCa 平

均 ADC 值相比，治疗后平均 ADC 值明显增高，其升高比率分别为 12.9% (P<0.0001), 

20.4% (P<0.0001), 和 31.3% (P<0.0001)。而良性前列腺组织和闭孔内肌在碳离子放疗前后则无明

显变化。 平均 PSA 水平在碳离子治疗前、治疗结束时、治疗后 1 月及 3 月分别为 4.62, 4.96, 3.46 

和 0.33 ng/ml，平均 PSA 水平在碳离子治疗后 3 月显著下降。   

结论  1.  与动态监测 PSA 水平变化相比，平均 ADC 值能更早反应前列腺癌碳离子放疗后的动态变

化。前列腺癌治疗 2 周后平均 ADC 值明显升高，而血清 PSA 水平则在碳离子治疗后 3 月才出现显

著降低 2. ADC 值测定是动态监测前列腺癌碳离子放射治疗后一个有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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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3 

光学剂量测量仪在点扫描粒子治疗系统中的应用 

 
孙力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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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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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质子重离子中心 

3.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目的 应用光学剂量测量仪对西门子 IRONTRIS 粒子治疗系统的质子和重离子射线进行验收测试。 

方法与材料 本研究采用闪烁体荧光板和数码单镜反光 CMOS 传感器相机开发了一套可以有效分析

质子和重离子治疗系统射线扫描点形状和位置的光学剂量测量系统。实验中使用治疗系统的质子和

重离子射线轰击闪烁体产生荧光，并使用 CMOS 传感器相机收集斜面镜反射的可见荧光，并建立

起利用该系统采集闪烁体荧光板的光学图像像素点的属性与不同射线扫描点剂量响应特性的关系。

在针对西门子 IRONTRIS 粒子治疗系统的测试中，采用 0.7cm 等效深度分别对直径 8cm 的能量为

424.89 MeV/u 的碳离子以及能量为 215.18 MeV 的质子束流进行剂量响应测试。从等中心位置起

始选取五组不同的距离和离轴点位置分别测量碳离子和质子的射线虚拟源轴距(vSAD)。另外为了

测量射线离轴距(rOAD)在不同位置的变化范围，分别使用均一碳离子和质子射野照射放置在锯齿状

楔形板后方射线远端的闪烁体荧光板，并检查不同的离轴比数值变化。应用这一手段分别测量了三

组不同能量范围的射线，以验证此方法相对准确性和可重复性。 

结果 可以发现此方法对于高能碳离子和质子射线在一定范围内有着相似的剂量响应。对于 X 和 Y

方向上的平均碳离子和质子射线虚拟源轴距(vSAD)分别为 744.1 ± 7.4 cm 和 807.4 ± 7.7cm。对于

10cm 大小的质子和碳离子射线，离轴距(rOAD)的变化范围在 0.35mm 以内。使用楔形板的测量精

度范围同样在 0.2mm 以内。对于整套治疗系统单间治疗室和全部四间治疗室的的测量重复性精度

范围分别为 0.25mm 和 1mm。 

讨论 对于调制扫描束的粒子放射治疗系统，光学剂量测量仪可以保证对于不同治疗室的碳离子和

质子射野束流，在极小的射线离轴距(rOAD)的条件下有效的测量两种射线的虚拟源轴距(vSAD)。 

 
 
PU-004 

利用粒子束激活正电子同位素分布于体内剂量验证 

 
许纹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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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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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放射物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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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西门子 IONTRIS 扫描式碳离子和质子粒子束流辐照,在均匀和 CIRS 胸部的模体,活化的

正电子同位素(PEI)活性分布的特征。 

方法  正方形 10 公分均匀野的单能量碳离子和质子;有 7,16,和 29 公分穿透射程,照射在均匀柱状的

蜡烛。在每蜡烛照射 10 分钟后,获取一 30 分钟采集的 PEI 图像集。另外,优化的均匀碳离子生物等

效剂量于一个 5.0 公分球形靶,照射 CIRS 胸模体。优化剂量加上 1～6 毫米深度漂移,也照射 CIRS

模体。同样,一 PEI 图像集也采集于每照射的 CIRS 模体。同时，FLUKA 蒙卡模拟 3 公分均匀野的

单能量质子于聚甲烯酸酯，也將和測量比较。 

结果  在布拉格峰附近的深处,粒子束的能量约从 10 至 60 MeV/u,导致穿透深度展宽 0.4 至 10.3 毫

米 于碳离子,和 1.2 到 30.4 毫米 于质子。因此,单能量碳离子活化均匀蜡烛的活性分布,显示更清晰

近剂量高峰的峰值,且 PEI 活性的远端边缘, 只浅于剂量的远端边缘 1 毫米之内。但相对单能量貭子

于均匀蜡烛,显示平坦的分布无峰值, 且活性的远端边缘, 在浅于剂量的远端边缘 10 毫米以上。相似

10 毫米的差異，也观查到质子于蒙卡模拟。对远浅于布拉格峰的深度，碳离子和质子活化 PEI 活

性分布表现小的能量依赖性。能量调制的碳离子活化 CIRS 胸模体的 PEI 活性分布, 仍有如单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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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离子活化均匀蜡烛的清晰近剂量高峰的峰值。在位置和测量碳离子活化 PEI 分布远端边缘变化,

吻合于 0.5 毫米预设漂移。由不同深度漂移碳离子辐照的 CIRS 模体,测量活化 PEI 平均值是相似。 

 结论  碳离子峰状 PEI 分布,与其远端边缘有好的相关性于剂量远端边缘, 具有对于体内剂量远端边

缘验证的潜力。在深度浅于活性的近端边缘 6 毫米的碳离子活性分布是平坦, 活化 PEI 平均值在靶

区也可用于体内剂量验证。对质子 PEI 分布的体内剂量验证,额外的研究是需要。 

 
 
PU-005 

粒子治疗空间分割照射的临床价值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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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泉州滨海医院 

 

目的  粒子射线在介质内的失能反比于其速度平方，大部分能量沉积在射程末端，形成布拉格峰，

射程内低剂量，射程外零剂量。这与光子贯穿辐射相比，呈现显著的物理优势，成为粒子治疗快速

崛起的决定因素。 但是，这种物理优势在表浅区缺失，而临床应用也尚未带来治疗比的显著跃

升，这是粒子治疗面临的挑战。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粒子治疗物理优势的局限性及其放射生物

学应对，并分析空间分割照射技术用于质子、重离子治疗的临床价值。 

方法  对比光子、质子、碳离子吸收剂量特征，分析粒子治疗的物理优势和局限；以同步辐射微束

放疗的实验数据分析评价亚毫米空间分割照射技术的临床应用价值。         

结果  在临床治疗条件下，质子、碳离子照射的入射剂量恒高于高能光子照射。这种物理优势的缺

失是某些粒子治疗皮肤反应较光子多见的原因之一。 质子亚毫束照射在 25-30mm 深度以内，可提

高表浅组织放射耐受性数倍。碳离子亚毫束交错阵列照射在优化的物理剂量分布基础上，提高靶外

组织耐受量 4 倍以上，治疗比将相应地大幅提高。实施粒子束空间分割照射面临精确定位的严峻挑

战，需要超高精度影像引导和跟踪以实现预定的生物剂量分布。 

结论  粒子束照射表浅区物理优势缺失可造成皮肤反应与表浅损伤，也是提升粒子治疗的限制因

素。 基于放射生物原理的空间分割照射可以显著改善粒子治疗的生物剂量分布。质子束经空间分

割直接照射，可消除表浅损伤，适用于颅脑、头颈、肢体、儿童和低分次治疗。碳离子束经空间分

割进行交错阵列照射，可显著提高非靶区组织耐受性，适用于不多于 4 野照射的各种治疗  。 在满

足定位精度要求条件下，经过动物实验验证，粒子治疗应用空间分割照射有望带来放射治疗的新进

步。  

 
 
PU-006 

QA of CT Calibration for Proton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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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CT calibration that converts CT Hounsfield units (HU) to relative proton stopping power 
is essential for the proton dose calculation. In order to assure precise proton treatment delivery, it 
is important to verify the CT HU to relative proton stopping power for the CT QA.  
Method  Stoichiometric calibration method was used for the CT calibration. Gammex 467 
Tissue Characterization Phantom with tissue substitutes plug inserts were scanned in a GE 
Lightspeed 16 CT scanner. The scan protocol of slice thickness, kVp, mA and field of view (FOV) 
employed was 1.25mm, 120kV, 300mA and 50cm, respective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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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of LN300, AP6 Adipose, Water, CT solid water, IB3 Inner Bone and SB3 Cortical Bone, with 
known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physical density, were measu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 
and electron density was obtained by fitting HU. Relative proton stopping power for human tissue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ir chemical composition by Bethe-Bloch formula. The CT 
calibration curve of HU to stopping power was then established and compared to 
previous calibration curve to assess the variation and the uncertainties.  
Result  The two calibration curves showed good agreement for the six tissue substitutes. The 
deviation between two data sets was under 1.0%.   
Conclusion  Minimum variation between calibration curves could be observed if the same 
scan protocol and the same location of the tissue substitutes is utilized. Strict quality assurance of 
CT energy and FOV is crucial because of their great effect on the CT calibration of relative proton 
stopping power. 
 
 
PU-007 

前列腺癌碳离子放疗中 IMPT 与 SBO 两种优化方法的剂量分布以

及鲁棒性比较 

 
吴贤威 邢影 许纹健 赵俊 傅深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201321 

 

目的 在前列腺癌的放疗中，剂量分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治疗的效果，另外，由于摆位误差以及

射线射程误差等不确定性的存在，治疗计划的鲁棒性也非常重要。在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的治疗

计划系统中，有 Intensity Modulate Particle Therapy (IMPT)与 Single Beam Optimization (SBO)两

种不同的优化方法。因此，本文旨在对比前列腺癌碳离子放疗计划中 IMPT 与 SBO 剂量分布及鲁

棒性，对临床的治疗计划做出建议。  

方法 对于 IMPT 与 SBO 两种优化方法的剂量学比较，本文选取 17 名在上海质子重离子中心治疗

的前列腺癌患者。为了进行比较，每个病人都分别做了 IMPT 与 SBO 优化的两套计划，计划的剂

量评估以 DVH 为标准，评估的标的有 CTV、PTV、直肠、膀胱和左右股骨头。对于束流穿透深度

不确定性造成剂量误差，我们通过改变 CT 值的方法在治疗计划系统中模拟射线射程误差有 6mm

的情况，并且做 IMPT 与 SBO 两套计划，比较这两种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的鲁棒性。 

结果 两种计划的剂量差别总体很小，靶区的各个参数都没有明显差别。对比两种计划的膀胱与直

肠的剂量，只有膀胱的平均剂量上 IMPT 计划比 SBO 计划略小（p=0.034）。对比两种计划的股骨

头剂量，IMPT 计划的左、右股骨头平均剂量以及最大剂量都小于 SBO 计划，4 个 p 值均小于

0.01。比较射线射程误差对 IMPT 和 SBO 计划剂量分布的影响，SBO 计划显示出比 IMPT 计划更

好的鲁棒性。当射线射程减小 6mm 时，由于 PTV 在左右方向的外扩为 8mm，用 SBO 做出的计划

CTV 的 DVH 几乎不受影响，而直肠膀胱的 DVH 影响也很小，而 IMPT 计划的 CTV 则明显受到了

影响，大部分的 CTV 体积受到剂量明显增加。当射线射程增加 6mm 时，用 SBO 做出的计划 CTV

的 DVH 同样几乎不受影响，而 IMPT 计划，CTV 靶区的剂量整体减少，直肠与膀胱剂量有所增

加。  

结论 前列腺癌碳离子放疗中，IMPT 优化方法比 SBO 优化方法的剂量分布在股骨头上有优势；在

射线射程有误差的情况下，SBO 优化的计划的剂量分布表现出比 IMPT 更好的鲁棒性。因此，本研

究结果建议，在临床治疗中使用 SBO 的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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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08 

重离子治疗前列腺癌分次间位移及其在 TPS 边界设置的意义 

 
吴贤威 赵俊 许纹健 邢影 傅深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201321 

 

目的  研究发现重带电粒子(重离子)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上表现出的特性，非常适合于肿瘤放射治

疗，前列腺癌是发达国家男性的高发癌症。碳离子放疗是一个潜在理想的前列腺肿瘤的放疗方法，

必将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前列腺癌的放疗中，每一个治疗分次中前列腺的位置都会有一定的位

移。本论文研究的目的在于统计出重离子治疗前列腺癌分次间位移，对临床治疗中 PTV 的勾画做

出建议。  

方法  对于分次间的前列腺移动，采取以前列腺中心点和钙化点移动代表前列腺移动两种方法进行

测量。对于前列腺中心点的移动，本文选取 13 名在上海质子重离子中心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该

13 名患者在治疗若干分次后都重新进行了一次 CT 扫描，将两副 CT 配准后，测量出前列腺中心在

上下、左右、前后三个方向的移动。对于前列腺中钙化点的移动，本课题选取了在上海市质子重离

子医院的临床试验阶段的 19 名参与临床试验的前列腺癌患者，在所有 19 名病人中有 16 名病人的

靶区中可找到 1-2 处钙点，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接受 2～4 次照射后 PET-CT 扫描，将其与计划 CT

配准后，测量出前列腺中钙化点的移动。  

结果  在 13 张重新扫描的 CT 中统计得到，前列腺分次间在 L-R、A-P 及 H-F 三个方向的移动绝对

值平均分别为 0.066cm、0.175cm 及 0.163cm。在 49 张 PET-CT 中统计得到，前列腺分次间在 L-

R、A-P 及 H-F 三个方向的移动绝对值平均分别为 0.070cm、0.163cm 及 0.174cm。  

结论  对比前列腺中心点与前列腺中钙化点的移动的统计结果，发现他们的结果非常接近，他们给

出了同样的结论并相互印证。前列腺在左右方向移动最小，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超过 0.3cm。前列

腺在上下，前后方向的移动比左右方向稍大，但超过 95%情况下不会大于 0.5cm。  

 
 
PU-009 

质子治疗儿童常见颅内肿瘤疗效和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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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评价质子治疗儿童颅内肿瘤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检索 Web of Science、EMBASE、Cochrane Library、PubMed、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

库，收集质子治疗儿童常见颅内肿瘤的研究，提取数据，对满足条件的数据采用 MetaAnalyst3.13

及 STATA12.0 进行合并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5 个研究，Meta 分析结果显示，2 年、3 年和 5 年的总生存率分别为 0.939 (0.907, 

0.971)、0.908(0.880, 0.937)和 0.868 (0.829, 0.909)； 2 年、3 年和 5 年的局部控制率分别

为  0.922 (0.874, 0.974)、0.860 (0.808,0.924)和 0.775 (0.702,0.855)；听力损伤、血管性损伤、

视力损伤发生率分别为 0.083 (0.054 ,0.127)、0.055 ( 0.030,0.099)、0.046 ( 0.022, 0.096)；垂体

功能减退、其他内分泌障碍发生率分别为 0.465(0.387,0.557)、0.225(0.167，0.389)。 

结论  质子治疗儿童颅内肿瘤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治疗方法，并且降低放疗毒副反应。特别是因解剖

位置担心对危及器官造成损害的颅内肿瘤，质子治疗可能是最佳选择，很有临床前景，值得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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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10 

碳离子辐射不同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的辐射敏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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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碳离子辐射后不同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的辐射敏感性

及其相关分子机制。 

方法  对腺癌 A549 细胞、鳞癌 H520 细胞和大细胞癌 PGCL3 细胞予以不同剂量（0、2、4、6 

Gy）的 12C6+离子照射。通过克隆实验检测了 3 株细胞的存活率，进行流式细胞术检测了细胞的

周期分布，利用 Hoechst33258 染色检测了细胞的凋亡率，Real-time RT-PCR 方法检测了 3 株细

胞内 DNA-PKcs 基因的表达。 

结果  2、4、6Gy 辐射后 A549、H520 和 PGCL3 细胞株的存活率明显下降，分别为

0.986±0.017，0.321±0.058，0.067±0.042，0.015±0.005；0.949±0.047，0.175±0.007，

0.017±0.003，0.003±0.002 和 0.985±0.006，0.195±0.018，0.035±0.014，0.003±0.001，与剂量

呈负相关，A549 细胞存活率最高，其次是 PGCL3 细胞，H520 细胞最低；辐射后 3 株细胞均出现

了 G2/M 期阻滞与凋亡，阻滞率分别为 3.99±1.14，11.32±2.08，24.18±1.05，32.18±0.75；

10.98±0.21，37.15±9.06，52.72±2.14，61.61±1.84 和 7.90±1.07，16.05±3.69，30.53±4.93，

40.87±5.00；凋亡率为 0.33±0.01，8.38±6.08，14.20±5.47，21.95±6.67；3.03±0.71，

38.68±0.71，67.95±3.54，88.41±3.54 和 1.42±0.08，22.21±1.79，30.30±0.03，58.13±3.91，随

着剂量的升高均呈现上升的趋势，与剂量呈正相关，A549 细胞最低，其次是 PGCL3 细胞，H520

细胞最高；三株细胞内 DNA-PKcs 表达明显上调，A549 细胞最高，其次是 PGCL3 细胞，H520 细

胞最低。 

结论 不同细胞 12C6+离子辐射敏感性不同，鳞癌 H520 细胞的辐射敏感性最高，腺癌 A549 细胞的

辐射敏感性最低。腺癌 A549 细胞较低的辐射敏感性可能是由高表达的 DNA-PKcs 调控所导致，而

DNA-PKcs 介导 NHEJ 途径修复电离辐射造成的 DS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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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离子治疗 I 期非小细胞肺癌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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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评价碳离子治疗 I 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检索 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

库、万方数据库，收集碳离子治疗 I 期 NSCLC 的研究，提取数据，对满足条件的数据采用

STATA12.0 进行合并分析。 

结果 共纳入 10 个研究（7 个临床试验），Meta 分析结果显示，1 年、3 年和 5 年的总生存率分别

为 0.95(0.89,1.02)、0.68(0.52,0.85)和 0.49(0.37, 0.60)；1 年、3 年和 5 年的局部控制率分别为

0.90(0.81,0.99)、0.76(0.57,0.94)和 0.87(0.78,0.96)；原发肿瘤复发率和总复发率分别为 0.46(0.35, 

0.56)和 0.11(0.02,0.21)；总死亡率、肺癌特异死亡率和并发症死亡率分别为 0.52(0.46,0.59)、

0.28(0.21,0.34)和 0.24(0.16,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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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碳离子治疗 NSCLC 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的前景。但在碳离子

治疗作为一种国际标准化的治疗方法应用于 NSCLC 患者前，尚需在 NSCLC 患者中进行高质量大

样本的临床研究。 

 
 
PU-012 

碳离子治疗前列腺癌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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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采用 Meta 分析的方法定量评价碳离子治疗前列腺癌的有效性。 

方法 检索 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

库、万方数据库，同时追溯纳入研究的参考文献，收集碳离子治疗前列腺癌的临床试验，提取数

据，检索时限均为建库至 2015 年 12 月。采用 MetaAnalyst Beta 3.13 和 STATA12.0 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6 个研究（8 个临床试验），Meta 分析结果显示，3 年、4 年、5 年和 8 年的总生存率

分别为 0.957(0.89,0.984)、0.909(0.856,0.943)、0.918(0.862,0.953)和 0.839(0.788,0.879)；4 年

和 5 年肿瘤专项生存率分别为 0.971(0.933,0.988)和 0.976(0.9,0.994)；4 年、5 年和 8 年无生化复

发率分别为 0.88(0.823,0.92)、0.863(0.788,0.914)和 0.791(0.737,0.837)；3 年、4 年和 5 年的局

部控制率分别为 0.981(0.912,0.996)、0.971(0.823, 0.996)和 0.984(0.959,0.994)；总死亡、前列腺

癌死亡和并发死亡分别为 0.07(0.026,0.177)、0.024(0.006,0.089)和 0.07(0.02,0.219)；不同 T 分

期对 5 年总生存率、无生化复发率和肿瘤专项生存率产生影响。 

结论 碳离子是一种安全有效可行的治疗前列腺癌方法，具有临床应用的前景，但是否优于其他放

射治疗，尚需在前列腺癌患者中进行同期对照临床研究。 

 
 
PU-013 

采用循环肿瘤细胞(CTC)和 PSA 动态评估碳离子治疗前列腺癌疗

效的初步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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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检测前列腺癌碳离子治疗前后循环肿瘤细胞(CTC)的计数变化，结合患者临床特征、前

列腺特异抗原(PSA)的水平、Gleason 评分等，初步分析 CTC 在碳离子治疗前列腺癌患者预后评估

的意义。 

方法  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自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7 月共收治病理证实的前列腺癌患者 61

人，其中 40 名患者在粒子治疗前后采集外周血液，采用 CellSearch 或 基于荧光原位杂交的差相

富集技术(SE-iFISH)进行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检测，并分别记录患者的分期、PSA 水平及 Gleason

评分情况。所有患者均接受粒子治疗，局限期患者接受碳离子 63-66GyE/23-24Fx 或

59.2GyE/16Fx，进展期患者接受质子（46GYE/23Fx）+碳离子治疗（22.2GyE/6Fx）。根据患者

危险度分级选择是否联合内分泌治疗。 

结果  共 40 名患者在治疗前后进行 CTC 检测，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71.5 岁（52-80），其中，低危

患者 2 人，中危患者 17 人，高危患者 15 人，极高危患者 3 人，进展期患者 3 名。采用 cell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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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检测患者 19 例，治疗前检测阳性率为 29.4%（5/19），治疗后检测阳性率为 5.3%（1/19），

且所有患者的 CTC 个数均小于 5 个。采用 SE-iFISH 技术检测患者 21 例，治疗前 CTC 检测阳性

率为 95.2%（20/21），检测＞5 个 CTC 的患者比例为 52.4%（11/21），治疗后 CTC 检测阳性率

为 76.2%（16/21），检测＞5 个 CTC 的患者比例为 33.3%（7/21）。采用 SE-iFISH 技术检测的

CTC 计数与患者治疗前的 psa 水平呈正相关（R=0.715，p＜0.01）。 

结论  我们的初步结果提示采用 SE-iFISH 技术能够在早期前列腺癌中检测 CTC，且碳离子治疗后

CTC 计数显著降低。同时 CTC 计数与患者治疗前的 PSA 具有相关性，但因目前随访时间较短，

目前尚未观察到 CTC 计数对前列腺癌碳离子治疗后的预后有预测作用。 

本研究受上海市科委(15411950104)，上海市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专项发展资金重大项目 

(ZJ2015-ZD-003) 和国家自然基金项目(81301926, 81272506, 61227017)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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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利用重复 CT 扫描，探究复发鼻咽癌患者在重离子放疗过程中靶区和正常组织的剂量变化。 

方法  分析 20 例在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接受碳离子放射治疗的复发鼻咽癌患者，放射总剂量为

49-57.5 GyE。患者在治疗期间每周进行一次重复 CT 扫描，每例患者共 3-4 次。利用图像配准技

术，将初始定位 CT 上的靶区、危及器官复制到每周一次的复位 CT 图像上，并导入初始碳离子计

划，在复位 CT 上重新进行计划计算，分析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变化。 

结果  在治疗过程中，GTV 的 D99 在第一周开始下降，分别平均下降 0.81%、2.14%、1.98%、

2.98%；D95 在第二周开始下降,分别平均下降 2.59%、0.81%、1.16%；Dmax 在第四周开始上

升，平均上升 1.48%。CTV 的 D99 在第一周开始下降，分别平均下降 1.58%、3.61%、3.54%、

2.71%；D95 在第一周开始下降，分别平均下降 1.07%、1.82%、1.59%、1.46%；Dmax 在第三

周开始上升，分别平均上升 0.85%、1.71%。各正常组织的评价指标如下：脊髓、脑干为 Dmax、

D1、D1cc；腮腺为 Dmean、V15、V30；视神经、视交叉为 Dmax、D1、D5、D20；眼球为 

Dmax、Dmean、D1；晶体为 Dmax、D1、D5；颞叶为 Dmean、Dmax、D1。正常组织脑干、脊

髓、腮腺、视神经、视交叉、眼球、晶体、颞叶均未出现显著剂量变化。 

结论  在碳离子放疗过程中，靶区剂量下降不超过 4%，最高剂量上升不超过 2%，正常器官均无显

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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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Myoepithelial carcinoma is a rare malignant, comprising <2% of all salivary 
gland carcinoma and recognized in salivary gland, breast, lung, upper digestive tract, skin, soft 
tissue, albeit infrequently. Case of myoepitheliomas in sella region has never been re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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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 excision with tumor-free margin remains the first choice of treatment andwhether 
photon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improves local control following complete or incomplete 
resection remained conversial.  
Method  The patient in this report presented with a recurrent myoepithelial carcinoma of sella 
regionand residue after 2nd surgery. Particular problems presented in this case included thatthe 
residue tumor was situated 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optic chiasma and the brain stem which had 
been treated using gamma knife. In light of this, the proton and carbon ion plan was utilized for 
treatment of this patient with the prescribed dose of 54 GyE/30f using proton to CTV and a dose 
of 12.5 GyE/5f using carbon to the CTV-Boost.  
Result  The patient tolerated the treatment other than grade one falling of consciousness after 
received 2 times proton radiation which may be caused by self-providedly using alprazolam 
0.4mg the day before and quickly recovered after daily using of dexamethasone 1.5mg bid. After 
15th proton radiaion, the patient complain that the left eye felt light sensation again.Four months 
after initiation of particle therapy, the patient is without clinical or radiographic evidence ofdisease 
recurrence and can walk by herself and enjoy tranvelling with her families. She is without 
any chronic toxicity of the oral mucosa or skin or myelosuppresion or others. 
Conclusion  In this setting, the improved dose distribution associated with proton and carbon ion 
therapy allowed forcurative treatment of a patient who arguably could not have been safely 
treated with other methods of conventional radi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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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子调强稳健性计划优化过程中扰动场景的简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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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放疗科 

 

目的  稳健性计划优化是在优化过程中，考虑位置不确定度及射程不确定度，计算多个不同扰动场

景下的剂量分布，而目标函数的取值为所有场景下的―最坏值‖。由于在优化的每一个迭代过程中，

都要计算所有场景的分布及相应目标函数的得分，优化时间大大延长。本文对不同场景的靶区目标

函数进行分析，试图在不影响计划稳健性的前提下简化扰动场景，以期减少优化时间。 

方法  ⑴选取 20 例晚期 NPC 病例，采用同面四野近 BOX 照射设置，基于 GTV 及 CTV 进行稳健

性优化，稳健性优化设置为：位置不确定度：各野等中心同时平移， 6 个方向分别 2mm; 射程不确

定度 3%; 组合后共 21 个扰动场景，对靶区及重要器官（脊髓、脑干、垂体、眼睛等）有效。每个

病例都采取三种计划方案：完全的 MFO、最大剂量限制的混合 MFO、最小剂量限制的混合

MFO。⑵ 由于在优化中，对靶区的 D99（要求≥95%处方剂量）、D98(要求≥100%处方剂量）做

了稳健性的强制要求，所以我们主要评估各靶区的 D99 与 D98。对每个病例不同计划方案不同靶

区在不同场景下的取值，定位―最坏值‖对应场景的代码，统计每个场景出现最坏值的频次。⑶对最

坏值频次较少的场景，逐一分析其能否用―次坏值‖或―次次坏值‖场景代替。⑷找出简化后的扰动场

景。 

结果  ⑴从计划中共取得 588 个参数对应的―最坏值‖，其中 1、5、11、18 场景出现频率为 0，其他

出现频率小于 5%的场景有： 6、9-10、12-14、17、20。⑵对场景 5、9、10、12-14，与不属以

上场景的―次坏值‖相差小于 15cGy，且 86%相差小于 10cGy，可简化。而场景 6、17、20 则与―次

坏值‖相差较大，不建议删除。⑶ 以上场景 1 对应无任何扰动的场景，9-14 对应射程不确定度为 0

的场景，场景 5 与 18 对应射程不确定度为 3%（或-3%）、位置不确定度为 0 的场景。 

结论  由于稳健性优化算法的目标函数值取不同场景的―最坏值‖，并不是所有场景都有‗最坏值‘或不

可忽视的‗最坏值‘，建议对优化的扰动场景进行简化，可由 21 个场景简化为 13 个，这样可大大减

少优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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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 NPC 基于 PTV 与 CTV 的质子笔形束 MFO 稳健性计划优化的剂

量学比较 

 
黄晓延

1,2
 孙颖

1,2
 胡江

1,2
 Hong Zhou

3
 沈兴

3,4
 Ying Feng

3
 Zuofeng Li

3
 

1.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科 

2.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3.University of Florida Health Proton Therapy Institute 

4.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肿瘤放化疗科 

 

目的  本文针对晚期 NPC 病例，采用混合多野最优(MFO)稳健性计划优化方法，研究基于 PTV 与

CTV 的质子调强(IMPT)的剂量学区别。 

方法 ⑴ 20 例晚期 NPC 病例，勾画 5 个 GTV(或 CTV)靶区，分别是 GTVp、CTV1、CTV2、

GTVn_L 与 GTVn_R，以 3mm 的边界均匀扩充产生相应的 PTV。⑵ 采用最大剂量限制的混合

MFO 方式，对每个射野分别增加 CTV2 的最大剂量限制。三种计划方案：P1 基于 PTV 优化，未

采用稳健性优化方法；P2 基于 PTV 优化，采用稳健性优化方法，由于 PTV 中已考虑位置不确定

度，故仅考虑 3%的射程不确定度，P1 和 P2 的剂量要求是：处方剂量定义为 D95%, 

V93%≥99%。P3 基于 CTV 优化，采用稳健性优化方法，位置不确定度采用 6 个方向等中心 2mm

平移，射程不确定度 3%。剂量要求：处方剂量定义为 D98%, V95%≥99%。稳健性设置对靶区及

重要器官有效。采用四野 BOX 照射方法。⑶对 PTV，评估参数为 V100%（应≥95%），V93%

（应≥99%），稳健性评估只考虑射程不确定度的最坏值；对 CTV，评估参数为 V100%（应

≥98%），V95%（应≥99%），稳健性评估考虑射程与位置两种不确定度下的最坏值；靶区的

ΔDaverage 以及正常器官仅在无扰动的情况下比较。对评估参数，采用配对 t 检验。采用简化的

Box&Whisker 图描述变化范围。 

结果  ⑴ P1 优化时未考虑扰动，考虑扰动后，CTV 及 PTV 都未达到要求。⑵ P2 按 PTV 的稳健性

评估，基本达到评估要求，但按 CTV 的稳健性评估， GTVn_L 与 GTVn_R 的 V100%平均值未达

到评估要求，且对 V100%，有些病例的 GTVp 小于 90%， CTV2 小于 95%，而体积较小的 GTVn

甚至不到 30%，说明基于 PTV 的稳健性优化并不能达到所有病人的 CTV 满足稳健性评估。⑶ P3

在满足 CTV 的稳健性评估的基础上，V100%及 V95%的数值小于 P2，甚至不能满足 PTV 的评估

要求，说明基于几何概念的 PTV 存在超照射的体积。⑷ 各个 PTV 的平均剂量，P3 小于 P2，说明

P2 方案存在更多超照射剂量。⑸正常器官的受量，P3 小于 P2，说明 P3 方案对正常器官保护更

好。 

结论  基于 CTV 的质子笔形束 MFO 稳健性计划优化对靶区而言可得到更稳健的剂量分布，同时正

常器官的受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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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 NPC 质子调强治疗基于 CTV 的稳健性计划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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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发展一种质子调强(IMPT)基于 CTV 的稳健性计划优化方法。并将剂量分布与 IMRT 比

较，分析其优缺点。 

方法  晚期 NPC 病例，勾画 GTVp、CTV1、CTV2、GTVn_L 与 GTVn_R 五个靶区及 OAR。1. 

IMPT 计划：⑴采用共面四野近 BOX 设置，PA 野照射全部靶区，左右射野照射鼻咽部及上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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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野照射下颈部及锁骨淋巴区域。⑵辅助轮廓勾画：①在颈部勾画用于限制左右侧野射程的矩

形，在鼻咽部及上颈部勾画用于限制 PA 野射程的轮廓，这两个轮廓之间视情况留 2-5cm 的缓冲

区，以便不同射野的剂量缓慢变化，增强计划稳健性。②生成专用于正常器官射程保护余度的专用

射束遮挡块。⑶射束计算布点设置：选择合适的能量间隔、点间隔及靶区余度，正常器官射程保护

余度中设置为以上产生的射束挡板。⑶设置优化目标：基于 CTV 的混合 MFO 稳健性优化，位置不

确定度采用 6 个方向等中心 2mm 平移，射程不确定度 3%，组合后共 21 个优化场景。剂量要求：

处方剂量定义为 D98%, V95%≥99%。稳健性设置对靶区及重要器官有效。并对所有射野给予

CTV2 的剂量贡献设定最大限制。2. IMRT 计划：采用 Elekta HD 数据， 9 野 SMLC 照射。 

结果  IMPT 采用稳健性优化方法，靶区达到临床要求，正常器官剂量比较低。在相同的稳健性评估

下，IMPT 计划的多数 OAR 平均剂量远低于 IMRT，但对靠近靶区的一些 OAR 最高剂量，IMPT 没

有明显优势。 

结论  ⑴ 基于 GTV 及 CTV 的稳健性优化，既能保证靶区接受到合适的剂量，又能给予正常器官充

分的保护。⑵  采用多野优化(MFO)，提高了各个射野设置剂量点剂量分布优化的自由度；并采用

每个射野给予 CTV2 最大剂量限制的混合 MFO 方法，增强计划稳健性。⑶四野共面同等中心设

置，治疗中不旋转治疗床，避免了治疗床旋转可能引起的病人移动及（或）等中心偏移；也减少了

床旋转的时间。⑷ AP 野与左右侧野在颈部衔接处存在缓冲区，避免了剂量的急剧变化。⑸左右侧

野不照射下颈部及锁骨淋巴结区域，避免了外轮廓急剧变化而造成的射程不确定。⑹采用前后野对

穿照射锁骨淋巴结区域，降低了病人体表轮廓变化及靶区改变的影响。⑺不需要对靶区进行分割，

即简单易操作又保证剂量的可靠。 （8）IMPT 比 IMRT 有一定的优势。 

 
 
 
PU-019 

重离子束与 X-射线辐射对恶性黑色素瘤细胞 B16F10 凋亡机制的

研究 

 
李莎 秦进 张超 

兰州军兰州总医院放疗科 730050 

 

目的 探究高 LET 射线重离子(12C6+)与低 LET 射线 X-射线相同物理剂量下辐照对荷瘤小鼠恶性黑

色素瘤的凋亡及其相关蛋白的影响。 

方法  将 C57BL/6J 小鼠荷瘤后随机分为三组，分别给予相同物理剂量的重离子(12C6+)与 X-射线

进行辐照，辐照后每三天测量其体重，肿瘤体积，三十天集中处死，计算中位生存期并对小鼠肿瘤

内增殖，凋亡相关蛋白进行免疫组化法反应其表达量。 

结果  重离子辐照荷瘤小鼠后其中位生存期有所提高，肿瘤体积明显缩小，上调促凋亡因子 Bax、

CytochromeC 的表达量，下调凋亡抑制因子（Bcl-2、Survivin）及增殖相关蛋白（PCNA）的表

达，结果分析提示辐射可以促进恶性黑色素瘤细胞凋亡并抑制其增殖，且重离子(12C6+)的效果更

为显著。 

结论 高 LET 射线重离子(12C6+)辐照通过诱发肿瘤细胞凋亡并抑制其增殖，从而显著提高对恶性

黑色素瘤细胞的杀伤能力，结果表明重离子(12C6+)在治恶性黑色素瘤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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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20 

质子重离子治疗鼻咽癌的早期临床结果 

 
胡集祎

1
 高晶

1
 胡微煦

1
 管西寅

1
 杨婧

1
 朱颖超

1
 鹿蓉

1
 王蕾

1,2
 陆嘉德

1
 孔琳

1,2
 

1.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研究目的  鼻咽癌是中国最常见的头颈部恶性肿瘤。该研究目的为评估质子重离子结合光子放疗在

鼻咽癌治疗中的近期疗效及毒性反应。 

方法  本研究回顾性地分析了 20 例于 2015.6-2016.6 期间按照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标准化流程接

受质子重离子治疗的初治鼻咽癌患者。男性 15 例，女性 5 例；年龄为 14-82 岁。患者均经病理确

诊为非角化性癌（分化或未分化型）。根据 AJCC 分期：II 期、III 期和 IV 期患者分别有 3 例、10

例和 7 例。所有患者均联合常规光子（Intensity Modulated X-ray Therapy，IMXT）和质子重离子

射线（Intensity Modulated Particle Therapy， IMPT）进行治疗，采用 IMRT 技术，对可见肿瘤病

灶（GTV）和高危亚临床病灶（CTV1）给予总剂量 50.4-57.2Gy/26-30 次（分割剂量 1.8-2.2Gy）

照射，低危区（CTV2）则给予总剂量 50.4-57.2Gy/26-30 次（分割剂量 1.68-2.2Gy）；仅针对可

见肿瘤病灶给予质子 14GyE/7Fx 或碳离子 15-17.5GyE/5-7 次（分割剂量 2.5-3GyE）照射。15 例

患者接受了 1-4 疗程基于铂类的诱导化疗方案，13 例患者接受了顺铂单药同步化疗（30-40mg／

m^2 每周方案或 75mg/m^2 每三周方案），4 例患者接受了尼妥珠单抗靶向治疗（200mg 每周方

案）。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 10.4 月（范围：3.3-14.3 月）。放射治疗结束后 3 个月根据 RECIST 标准 

1.1 版评估近期疗效，共 14/15 例达 CR，1 例为 PR。根据 CTCAE 3.0 评估治疗不良反应，放疗

期间 III 度粘膜反应发生率为 35%（7/20），重度骨髓抑制的发生率为 25%（5/20），无重度皮

肤、口干反应和胃肠道反应等。II 度口干和皮肤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分别为 20%（4/20）和 15%

（3/20）。随访期间，仅 1 例患者出现 III 度口干不良反应，无其他重度不良反应发生。至末次随

访，无 1 例患者死亡。 

结论  质子重离子联合常规光子放射治疗具有较好的近期疗效且毒副反应较轻，尤其重度口干反应

发生率低，可以作为初诊鼻咽癌治疗的一种新的模式。其长期生存及远期毒副反应尚需更长时间随

访来验证。 

 
 
PU-021 

质子重离子治疗颅底颈椎脊索瘤及软骨肉瘤初步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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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颅底脊索瘤和软骨肉瘤由于其靠近脑干，海绵窦及视交叉等重要器官，手术难以做到完全切

除，且因其放射不敏感，普通光子放疗效果不佳，而质子重离子由于其独特的生物学及物理学特性

为脊索瘤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本研究总结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自 2014 年 7 月以来收治

的颅底脊索瘤及软骨肉瘤的治疗疗效。  

方法 2014.07-2016.05.31，共收治并出院脊索瘤及软骨肉瘤 28 例，其中脊索瘤 23 例，软骨肉瘤

5 例，男性 15 例，女性 13 例，中位年龄 44 岁（14-70 岁），中位肿瘤最大直径 3.2cm（0.9-

6.7cm）。肿瘤原发部位以枕骨斜坡及蝶鞍区为主（枕骨斜坡 10 例，蝶鞍区 8 例，二者均累及者 6

例，另外 2 例原发部位为颈椎）。初次就诊时有 18 例患者有颅神经症状（以外展神经受累者最

多，8 例）。 

结果 所有患者均为术后放疗，单次术后 16 例，多次术后 12 例，所有患者均为 R2 切除。单纯质

子治疗 8 例（均为 70GyE/35Fx），单纯碳离子治疗 5 例（63-66GyE/21-22Fx），质子加碳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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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 15 例（质子剂量均为 50GyE/25Fx，3 例行碳离子加量 20GyE/10Fx，5 例行碳离子加量

20GyE/8Fx，7 例行碳离子加量 21GyE/7Fx）。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治疗，急性毒副反应包括 1-2

度口腔口咽黏膜炎（6 例）、脱发（4 例）、皮肤反应（2 例）、口干（2 例），未见 3-4 度急性反

应。18 例治疗前有颅神经症状的患者中，治疗结束时 6 例得到改善。截止 2016.08.29，患者中位

随访时间 9 个月（3-25 个月）。根据 Recist 1.1 标准，1 例患者 PR,1 例 PD，其余所有患者疗效

评价均为 SD。晚期毒副反应包括 1 度口干 3 例,2 度口干 1 例，2 度听力损伤 1 例。 

结论 短期随访表明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脊索瘤软骨肉瘤治疗手段，为脊索瘤软

骨肉瘤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尽管国外文献已经证明其在脊索瘤软骨肉瘤中的有效性，长

期疗效仍需要进一步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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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别胶质瘤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的近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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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高级别胶质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颅内肿瘤，手术联合术后放疗（+/-替莫唑胺）是其标准

治疗策略。本研究将报道高级别胶质瘤（HGGs）采用质子重离子治疗的近期疗效。 

方法  共 6 例高级别胶质瘤于 2015.6-2016.6 期间在我院采用了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男性 1 例，

女性 5 例，年龄范围 22－59 岁。所有患者均有明确的病理诊断，其中胶质母细胞瘤 5 例，间变少

突胶质细胞瘤 1 例。3 例患者肉眼全切，2 例患者术后残留，1 例患者仅行活检手术。按照上海市

质子重离子医院标准化流程进行治疗，2 例患者接受了单纯 IMPT 治疗，总剂量为 60GyE／30Fx，

4 例患者接受了 IMPT （50GyE/25F）联合 IMCT （10GyE／4Fx）治疗。患者进行了同步替莫唑

胺化疗（75mg／m2 每日口服）及辅助替莫唑胺治疗（150-200mg／m2，D1-5／28 天口服）。 

结果  放疗结束后中位随访时间为 5.3 个月（范围：2.9-12.5 月）根据 RANO 标准评估疗效，2 例

患者在放疗后 3 个月内出现假性进展。目前 1 例患者在放疗后 7.8 个月出现 PD，余患者均 SD。无

1 例患者死亡。放疗期间仅发生轻度的脱发、皮肤反应和骨髓抑制，未发生 3 度及以上急性不良反

应，无后期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质子重离子治疗高级别胶质瘤具有较好的近期疗效且毒副反应较轻，可以作为高级别胶质瘤

治疗的一种新的模式。其长期生存及远期毒副反应尚需更长时间随访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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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内肿瘤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的毒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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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颅内肿瘤以胶质瘤和脑膜瘤多见，治疗以外科联合放射为主，颅内肿瘤周围为重要的脑

组织，本研究报道质子重离子治疗颅内肿瘤毒副反应，探讨其安全性。 

方法  2015.6-2016.5 我院采用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了 12 例颅内肿瘤患者，年龄 22－62 岁，其中

胶质母细胞瘤 5 人，间变少突胶质细胞瘤共 1 人，星形细胞瘤 1 人，脑膜瘤患者 5 人。胶质瘤接受

GTR（n＝4）或 STR（n＝2）、穿刺活检（n＝1）获取病理，脑膜瘤接受 Simpson I 类（n＝

2）、IV 类（n＝2）、V 类（n＝1）切除获取病理。病灶部位分别位于额叶/额部（4 例）、颞叶/颞

部（4 例）、顶叶（1 例）、颅底（1 例），鞍结节（1 例）、额颞部、蝶骨脊（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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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所有患者根据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标准化流程给予质子加碳离子（4 例）、纯碳离子（2

例）或纯质子（6 例）放射治疗，HGGs 总剂量 IMPT 50GyE/25F，IMCT 10GyE／4Fx 加量或

IMPT 60GyE／30Fx，LGGs 总剂量 IMPT 54GyE／30Fx。胶质瘤组患者进行了同步替莫唑胺化疗

（75mg／m2 每日口服）及辅助替莫唑胺（150-200mg／m2，D1-5／28 天口服）。脑膜瘤组总剂

量 IMPT 50.4- 60 GyE／27-30Fx 或 IMCT 54-55GyE／18-22Fx。放射治疗中仅出现轻中度急性不

良反应，分别有 5 例、5 例、1 例和 2 例患者出现 1 度脱发、皮肤反应、口腔黏膜炎和骨髓抑制， 

2 级口腔黏膜炎和骨髓抑制各 1 例，未发生 3 度及以上放疗急性副反应。放疗结束后中位随访时间

为 3.7 个月（范围：2.9-12.5 月），后期不良反应发生，无患者死亡。 

结论  质子重离子治疗颅内肿瘤急性不良反应轻微，短期随访的后期毒副反应也较轻，其长期毒副

反应尚需更长时间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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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颈部肿瘤放疗后复发再程粒子放射治疗的近期疗效和毒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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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头颈部肿瘤放疗后复发再程粒子放射治疗的近期疗效和毒副反应。 

方法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7 月， 59 例病理证实的头颈部肿瘤放疗后复发的患者接受了再程质

子重离子放疗，其中鳞癌 39 例（鼻咽部 38 例，中耳 1 例），脊索瘤、软骨肉瘤或脑膜瘤 10 例，

腺样囊性癌 4 例，其他病例类型 6 例。首程放射治疗采用调强适形放疗（52 例）、二维放疗（1

例）或三维适形放疗（1 例），中位放疗剂量为 70Gy（50Gy-74Gy）；7 例采用立体定向放疗技

术（伽马刀或射波刀）治疗，中位剂量为 8.5Gy（6Gy-14Gy）。放疗时间间隔均大于 1 年；41 例

患者的复发病灶的再分期为 T3-4 期。 

结果  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了质子重离子放疗，2 例患者采用了单纯 IMPT（质子调强）治疗，7 例

患者采用质子联合碳离子放疗， 50 例患者采用了单纯 IMCT（碳离子调强）治疗，分割单次剂量

为 2-3GyE，中位剂量为 57GyE（50 

GyE -63 GyE）。中位随访时间为 8 个月（2 个月-24 个月），1 年总生存率是 100%，1 年 PFS 及

DPFS 分别为 96.7%，90.6%。5 例患者出现了局部进展，3 例患者出现远处转移，1 例患者死亡。

放疗期间，3 例患者发生了 2 级口腔黏膜反应，未见到其他 2 级以上急性不良反应。1 例患者在放

疗结束后 6 月出现了重度颅神经损伤；1 例鼻咽癌复发患者在放疗结束 8 月时出现了鼻咽坏死；3

例患者出现了 1 级后期放射性脑损伤。 

结论  采用再程质子重离子治疗放疗后复发的头颈部肿瘤安全、有效，其远期疗效和毒副反应尚需

更长时间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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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E 后术肝肿瘤中碘油沉积对质子重离子束流射程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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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在肝癌病人的治疗中，经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结合放射治疗具有较好疗效。质子重离

子治疗因为布拉格峰的显著物理优势，能有效减少正常肝组织受到的照射，降低肝平均剂量，对于

大肝癌的治疗具有明显优势。但是质子重离子治疗对于射束经过区域的 CT 值变化非常敏感，显著

影响 TPS 计算时布拉格峰的跌落位置。在粒子治疗中，计划系统主要根据 CT 值来确定组织的相



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放射肿瘤治疗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 

966 

 

对阻止本领。TACE 术后，肝肿瘤位置大多有碘油残留，计划 CT 扫描时显示为增强造影。增强显

影的 CT 值将对质子重离子射束射程计算带来不确定性。本文目的是研究 TACE 术后碘油在肝脏肿

瘤残留时，对质子重离子治疗计划射程不确定性影响及解决方法。 

方法  三个 T25 细胞培养瓶分别空置，装入 30ml 纯水和 30ml 碘油。将三个 T25 培养瓶分别放在

装有两个大口径平行板电离室的圆柱形水箱(Peakfinder?)前，用 Peakfinder?来测量通过不同材料

的射束射程 R90（布拉格峰后跌落到峰值 90%剂量的位置），并计算碘油相对水的阻止本领。将

测量的结果与 TPS 内的 CT 值-相对组织本领曲线对比。选取四个 TACE 术后病人 CT 扫描图像，

测量碘油增强区域的 CT 值。将两组 CT 值进行比较，计算使用两组不同 CT 值后射程的差别，即

实际碘油的射程值和计划系统读取 CT 值后计算所得的射程值。 

结果  使用 Peakfinder?测量所得的 R90 对水，碘油和空瓶分别为 100.71mm，97.89mm，

121.63mm。碘油相对于水的组织本领为 1.135。纯的碘油直接注入动物肝脏 CT 扫描后图像的 CT

值平均为 1500~2500。对所选取的四个 TACE 术后病人 CT 肝肿瘤区域碘油增强位置测量的 CT 值

平均为 300~500，相对阻止本领为 1.16~1.27；周围正常肝组织的测量平均 CT 值为 40~50，正常

肝组织的相对组织本领为 1.075。若使用增强区域测量 CT 值计算，则治疗计划计算射程相对碘油

和正常肝组织结果要长 0.3~1.0cm。 

结论  TACE 术后肝癌病人进行质子重离子治疗计划制定过程中，在肝肿瘤区域有碘油残留的位

置，增强的 CT 值可导致 TPS 计算时高估相对阻止本领，计算得到的射程远端将比实际需要更

长。碘油残留区域的射束射程更接近周围正常肝组织的射程而不是 TPS 根据计划 CT 值计算得到

的结果。在制定治疗计划时，需将碘油残留区域勾画出来，并用周围正常组织的 CT 值进行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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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碳离子治疗骶尾部脊索瘤的疗效，并初探 MRI 功能成像在骶尾部脊索瘤放疗疗效评估方

面的作用。 

方法 从 2015 年 5 月至 2015 年 6 月，9 例骶尾部脊索瘤患者在上海质子重离子医院完成碳离子放

射治疗。碳离子由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同步加速器产生，采用笔形束扫描技术，放疗剂量为 63-

69GyE/21-23 次，每天放疗 1 次，每周 5 次。除 1 例患者因体内有金属植入物而无法行 MRI 检查

外，其余 8 例患者在碳离子放疗前后均接受了盆腔磁共振（3T siemens magneton skyra）扫描，

根据 RECIST 标准对放疗效果进行评估。同时所有肿瘤行弥散加权成像(DWI)。DWI 参数如下：

TR = 7300 msec，TE = 60 msec，NEX = 1，thickness = 3.5 mm，FoV = 200 * 200 mm，matix 

size = 140 *140，b = 0，800 s/mm2 。我们在肿瘤的弥散加权像上随机选取 9 个点测量 ADC 值。

通过图像对比工具尽量选择不同时间的同一个区域测量 ADC 值，使用 SPSS 软件对碳离子放疗前

后的磁共振 ADC 数据进行配对 T 检验，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9 例脊索瘤患者，平均肿瘤大小为 872.94 立方厘米。 碳离子放疗后 1 例疼痛消失，5 例疼痛

缓解，2 例疼痛无明显改善，1 例疼痛加重，没有发现 3 级及以上的局部放疗毒性反应。放疗后 3

个月影像学评估均为 SD，其中 7 例已完成治疗 6 个月，影像评估 6 例 SD，1 例 PR。共获得 8 组

脊索瘤放疗前及放疗后的磁共振 ADC 数据，虽然放疗后数值略有升高，但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P >0.05）。 

结论 碳离子治疗骶尾部脊索瘤能明显控制肿瘤生长，大部分患者（66.7%）可以减轻症状，毒性反

应小。但由于脊索瘤放疗后退缩缓慢，随访时间短，所以影像评估仅见到 1 例 PR。功能影像在脊

索瘤碳离子放疗后疗效评估中的作用尚有待观察，图像差异的量化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需要更大

的样本及更长时间的随访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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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晋

1
 李萍

2
 杨章孺

3
 赵宁

1
 余奇

1
 章青

2
 傅深

1,2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3.交通大学 MED-X 学院 

 

目的  随着测序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识别与放射治疗相关的分子标志物，预测患者治疗的疗效及

毒副作用，是肿瘤精准放疗的趋势。多项临床研究已证实，碳离子治疗前列腺癌不仅具有较高的局

部控制率和无生化复发率，对正常组织毒副作用轻微，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我们的研究旨在通过

分析碳离子治疗前后转录组基因表达差异，建立预测碳离子治疗前列腺癌毒副作用的预测模型。 

方法  2014 年 6 月至 9 月期间依据入选标准纳入临床研究共 19 例 T1c-T3a、病理明确诊断为前列

腺癌的患者，治疗方案为总剂量 63-66GyE，照射次数 23-24 次（每日 1 次，每周 5 次），治疗靶

区根据危险分级包括前列腺癌及部分精囊。研究终点为临床发生的毒副作用（根据 CTCAE4.03 评

估）。 

为了建立前列腺癌患者碳离子治疗毒性预测模型，我们将患者分为训练集及测试集。我们提取患者

外周血淋巴细胞 mRNA，并进行二代测序，在全基因组水平比较治疗前后差异基因表达。通过

Boruta 算法，提取与毒副作用发生相关的特征基因，并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比较不同分类器模型在

训练集及测试集中预测治疗后毒副反应的性能。 

结果  临床试验中纳入了 19 例病理诊断明确为前列腺癌的患者，其中低危、中危和高危患者分别为

2 例（11%）、9 例（47%）和 8 例（42%）。在 1 年的随访中，3 例（16%）患者发生 1 级早期

胃肠道毒副作用，6 例患者（32%）发生 1 级早期泌尿系统毒副作用，3 例患者（16%）发生晚期

泌尿系统毒副作用。无 2 级及以上的毒副作用发生。 

为了建立预测放疗相关急性毒副作用的基因标签，我们利用 Boruta 算法筛选出 7 个与碳离子治疗

毒性相关的基因并比较了不同分类器的预测能力，利用两种判断性能最优的分类器（支持向量机及

随机森林方法）建立了一个 7 个基因组成的基因标签，可用于对新样本数据是否发生毒副作用进行

准确预测。 

结论  我们建立了由 7 个基因组成的基因标签，可以用于对放疗相关急性毒副作用的发生进行预

测，期望今后应用更大的样本量进行验证，以期建立重离子治疗基因型-表型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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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评价碳离子治疗对于中高危局限期前列腺癌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自 2014.6 至 2015.9,共 21 名临床分期为中高危局限期前列腺癌在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接

收了碳离子治疗。所有患者治疗前均经病理证实为前列腺腺癌，其中中危 10 人，高危 11 人。患者

在新辅助内分泌治疗 2－3 月后接受了局部碳离子治疗结合联合内分泌治疗。碳离子治疗的靶区包

括整个前列腺及部分精囊腺，采用缩野照射治疗技术保护直肠和膀胱等前列腺周围重要脏器，已避

免产生严重的毒副作用。前列腺部位总剂量为 DT 63－66GyE／23－24Fx／4.6-4.8w。 

结果  中位随访 22.03 月（范围：9.43-24.13 月），基于 RTOG－ASTRO Phoenix 共识进行疗效

评估。所有患者生化控制率 100％，未观察到粒子治疗相关的 G3 及以上级别的急性（CTCAE）和

晚期（RTOG）毒副反应，其中 14/21(66.6%)观察到 G1／2 急性毒性反应，主要表现为血液学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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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反应－7／21，泌尿道毒性反应－4／21，肠道毒性反应－1／21，皮肤毒性反应－14／21，仅 3

名患者表现为 G2 血液学毒性反应，其余均为 G1 毒性反应。3 名患者表现为 G1 晚期膀胱炎。 

结论  我们的初步研究显示，碳离子治疗对于中高危局限期前列腺癌患者是可以耐受的，且即期疗

效显著，但由于我们治疗的病人数有限，随访时间尚短，因此还有待于长期随访结果以进一步证实

碳离子治疗中高危局限期前列腺癌的疗效。 

 
 
PU-029 

Can proton therapy for localized mediastinal Hodgkin’s 

lymphoma reduce second breast cancer incidence? 
 

S. Horn,V. Pernin,N. Fournier-Bidoz,Youlia M. Kirova 

Institut Curie， Paris， France 200025 

 

Purpose  Secondary breast cancer (SBC) is a recognized late complication of radiation 
therapy, after treatment for Hodgkin lymphoma (HL).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mediastinal proton 
therapy on potential limitation of SBC risk. 
Methods For 14 young female patients with early-stage, mediastinal HL, treated 
with chemotherapy and involved-field radiation therapy (IFRT), we simulated similar treatment 
plans with conformal radiotherapy (CRT), helical tomotherapy (HT) and proton therapy at the 
dose of 30 Gy. We report the respective doses to the breasts. Treatment plans were not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breast sparing. 
Results  Proton therapy significantly lowers the dose to the breasts, with mean doses of 
2.76/1.53 Gy to the left and right breast respectively with proton therapy (vs. 4.95/3.88 Gy with 
Tomo and vs. 5.56/3.58 Gy with CRT). 
Proton therapy best limited lower doses (V4Gy and V10Gy)compared to CRT, while tomotherapy 
could limit the higher doses (V20Gy) at the expense of larger volume irradiated at low doses 
(V4Gy). 
Conclusions  Relative reduction in mean doses to the left and right breasts is of 50 and 57% 
with proton therapy compared to CRT. Relation between radiation dose and SBC seems to be 
linear, and reduction in SBC should be in 
such proportion with proton therapy. Proton therapy seems highly interesting for breast sparing 
after curative treatment for HL, but these results need to be confirmed by individualized risk 
estimations and prospective trials. 
 
 
PU-030 

多模态 MR 引导下的颅内肿瘤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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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3.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目的  探讨多模态 MR 引导下对颅内肿瘤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的可行性。 

方法 2016.2-2016.8 期间于我院行基于多模态 MR 引导下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的 6 名（年龄范围：

15－58 岁）颅内肿瘤患者，其中胶质瘤患者共 3 人，脑膜瘤患者共 3 人。所有病例均经病理证

实。我们以常规 MR 序列作为颅内肿瘤主要影像显示方法，将多模态磁共振 DWI、MRS、DTI、

BOLD 作为补充。评估患者术前术后常规 MR 序列（包括 T1WI、T1 增强、T2WI、T2  FLAIR，

DWI、ADC）。运用自行开发的融合系统进行处理，多体素 MRS 采用 Cho／NAA 比值对胶质瘤病

灶进行评估，将 CNI 1.5 以上区域包含进 CTV 内。根据患者不同病灶位置（颞叶 2 例、鞍结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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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颞部 1 例、枕部 1 例、胼胝体 1 例）、优势或非优势半球选择特定的刺激任务，采用功能 MR

刺激系统进行磁共振图像采集，即 BOLD。DTI 结合功能皮层的分布选定特定的纤维束（锥体束、

弓状束、胼胝体、下纵束），勾画白质纤维束及功能激活区域，避免高剂量照射。将常规 MR 影像

及后处理的功能图像导入 Syngo 系统帮助靶区勾画。根据手术前后的常规 MR 序列勾画肿瘤靶

区，胶质瘤患者结合多体素 MRS 勾画肿瘤靶区。肿瘤邻近的重要脑组织的特定的纤维束和功能激

活区根据 DTI 和 BOLD 进行勾画。肿瘤剂量为 54~60GyE/30Fx。 

结果  本组病例肿瘤位于优势半球 2 例、非优势半球 4 例；BOLD 功能激活区位于肿瘤靶区 4 例，

靶区外 2 例；白质纤维束区域位于肿瘤靶区 5 例，靶区外 1 例。位于肿瘤靶区内的白质纤维束和功

能激活区的 Dmax 均不超过处方剂量。放疗期间仅发生轻度的脱发、皮肤反应和骨髓抑制，未发生

2 度及以上急性不良反应。目前患者均生存，无肿瘤进展，亦无后期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利用多模态 MR 的引导，对颅内肿瘤进行质子重离子放射治疗，能更准确地勾画肿瘤靶区，

并在制定放疗计划时，更好地保护重要的功能区，但其作用尚未在临床实践中验证。 

 
 
PU-031 

前列腺癌患者碳离子放射治疗后外周免疫细胞的影响和 

预后的关系 

 
杨章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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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孟晋

1
 李萍

1
 余奇

1
 章青

1
 傅深

1
 

1.复旦大学附属上海肿瘤医院，上海质子和重离子中心放疗科 

2.上海交通大学 MED-X 研究院 

 

目的  前列腺癌的碳离子放射治疗（CIR）展示了其独特的优势。作为在中国首次前列腺癌患者的

CIR 研究，这项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观察 CIR 的对患者的免疫力影响，了解其与预后可能存在的关

系。 

方法  将临床分期和病理确诊，未接受过放射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入组研究。给予 CIR 总剂量 63-

66Gy 的照射。在放疗前，中，后和 1 月随访期四个时间点记录免疫细胞亚群计数，并进行统计分

析。短期本地疗效评价根据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浓度进行评估。 CIR 相关参数进行使用的 syngo 系

统计算。 

结果  1）对于细胞免疫，在治疗过程中和 1 月随访期观察到 CD4+和 CD4 / CD8 比率的增加（两

者 P<0.05）。对于体液免疫，CD19 +逐渐放疗期间下降，但在随访过程后回升。对于非特异性免

疫，NK 细胞在四个时间点无显著变化。 

2）免疫和疗效之间的相关性：CD4 / CD8 比率和 CD19 +计数均在完全缓解（CR）和部分缓解

（PR）组比病情稳定组（SD）要高。（P <0.05）。 

3）多项研究表明，T 细胞的激活能有效的灭杀肿瘤细胞，甚至发挥远隔效应，碳离子放疗对体内

T 细胞的刺激可能有利于前列腺肿瘤的疗效。 

结论  CIR 对前列腺癌患者免疫功能的无显著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刺激细胞免疫。CIR 治疗前列腺

患者可能通过更好利用靶点致死剂量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碳离子放疗后，可能刺激增强 T 细胞

功能，增加对肿瘤的灭杀，甚至产生远隔效应。外周免疫细胞变化对前列腺患者碳离子治疗的疗效

有一定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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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2 

质子重离子治疗局部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初步临床观察 

 
祁伟祥

1
 王征

1
 洪正善

1
 蒋国梁

1,2
 

1.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目的  探讨质子重离子治疗局部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疗效及其毒副反应 

材料及方法  5 例肝内胆管细胞癌、2 例肝门区胆管细胞癌及 1 例胆囊癌术后肝内复发的患者纳入此

项回顾性研究。根据肿瘤与消化道的远近，给予不同的放疗方案及处方剂量：肿瘤远离消化道

（>1cm）给予单纯质子或者重离子大分割放疗；肿瘤靠近消化道（<1cm），则给予质子联合重离

子放疗；8 例患者中 6 例接受质子联合重离子，1 例患者接受单纯质子大分割放疗，1 例患者接受

单纯重离子大分割放疗。应用 CTC-AE4.0 来评估质子重离子放疗相关的急性毒副反应。 

结果  截至 2016.8.30 末次随访，8 例患者均存活，其中部分缓解（PR）2 例，局部病灶稳定

（SD）5 例，2 例出现肝内播散，1 例出现肝内播散伴骨转移；临床有效率（ORR）25%，局部病

灶控制率（local-regional disease control rate）87.5%。在治疗结束后 3 个月随访中，无 3 度以上

粒子相关急性毒副反应发生，粒子相关的急性毒副反应主要为血液学毒性，胃肠道（I 度，1 例）

及皮肤反应（I 度，1 例） 

结论  质子重离子放疗是治疗局部晚期胆道恶性肿瘤的一个有效手段，有较好的病灶局部控制率且

无严重急性毒副反应，但长期疗效有待进一步观察； 

 
 
PU-033 

碳离子放射治疗在局部复发直肠癌中的应用 7 例 

 
蔡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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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放疗科，上海，201321；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 4365 号 

2.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放疗科，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上海，201321；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

4365 号 

 

目的  探索碳离子放射治疗在我国局部复发直肠癌患者治疗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  对诊断明确的直肠癌盆腔局部复发病灶行碳离子放射治疗，根据既往有无接受过盆腔放疗分

两组，对既往接受过盆腔放疗的患者，盆腔复发灶予碳离子：DT：57-60GyE/19-20 次；对盆腔既

往接受过放疗（既往接受过常规放疗，要求既往放疗结束至本次碳离子治疗开始，至少需间隔 1

年）的患者，予病灶：碳离子：DT：48-54GyE/16-18 次; 放射治疗均采用碳离子 3GyE/次，每天

1 次，每周 5 次。 

结果  2015.6– 2016.5 月，共 7 例局部复发直肠癌患者接受了盆腔病灶的碳离子放射治疗，其中既

往未接受过盆腔放射治疗的患者 3 例，2 例为女性，1 例为男性，2 例使用的剂量为：60GyE/20

次，1 例为：57GyE/19 次；既往已接受过盆腔常规放疗的患者 4 例，均为男性，其中 3 例使用的

剂量为：48GyE/16 次，1 例为：54GyE/18 次，全部共 7 例患者均按计划完成碳离子放射治疗。治

疗期间出现的与碳离子放疗可能相关的急性毒副反应（CTCAE 4.03）4 人次，均为骨髓抑制：其

中出现 I 度白细胞减少 2 人（2/7），II 度白细胞减少 1 人（1/7）,I 度中性粒细胞减少 1 人

（1/7）。治疗期间未观察到 III 度及以上不良反应。在治疗后的随访中，3 例患者出现 I 度皮肤黏

膜反应，至末次随访，未观察到其他毒副反应。7 例患者随访时间为 3-10 个月（中位随访时间:4

个月），全部 7 例患者治疗后均出现疼痛缓解（7/7）,疼痛评分均下降，其中 2 例患者，疼痛缓解

良好，已停用治疗前止痛药物。7 例患者治疗前均有 CEA 的升高，4 例患者在治疗后出现了 CEA

的下降，其中 2 例 CEA 下降幅度超过 50%。治疗后 1 个月及 3 个月随访的盆腔磁共振与治疗前相

比（RECIST1.0），2 例：部分缓解，余 5 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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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从我院目前已治疗的 7 例患者的情况看，使用碳离子治疗局部复发直肠癌是安全且有效的。

对于既往接受过盆腔放疗的患者，碳离子再程治疗局部复发直肠癌，在止痛和局部肿块的控制上仍

然有效，且无严重毒副作用，为该类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 

 
 
PU-034 

重离子（碳-12）治疗恶性黑色素瘤的研究现状 

 
秦进 张超 李莎 

兰州军区总医院放疗科 730050 

 

恶性黑色素瘤（malignant melanoma, MM）简称恶黑，是一种恶性程度高，迁徙能力强的肿瘤，

为人类第五大常见肿瘤，占皮肤恶性肿瘤的第三位。其在癌症中发病率的增长率最高。正日益威胁

着人类的生命健康。MM 细胞对低 LET 射线（x、r、质子）具有显著抗拒性，对高 LET 射线敏

感。重离子为高 LET 射线，是指原子序数大于或等于 2 的原子被剥掉或部分剥掉外围电子后的带

正电荷的原子核。由于重离子特有的物理生物学特性以及在物质中特殊的能量沉积方式，使其在肿

瘤治疗领域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我们预测重离子也是一种十分理想的治疗恶性黑色素瘤的方

法，本文就其可能性进行阐述。 

 
 
PU-035 

重离子（12 C6+）治疗胸腔恶性肿瘤的临床疗效 

 
李莎 魏世华 岳养军 田种泽 张红 李强 朱向辉 姜澎 赵瑞 高行新 

兰州军区总医院 730050 

 

目的  探讨重离子（12 C6+）束治疗胸腔恶性肿瘤疗效及副反应。 

方法  2012 年 11 月～2013 年 6 月应用兰州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离子加速器治疗终端，对 10 例经病

理证实的胸腔恶性肿瘤患者进行了治疗研究，其中非小细胞肺癌 6 例，小细胞肺癌 1 例，肺转移性

软骨及软组织肉瘤 2 例，胸腺瘤 1 例。采用 12 C6+离子束，生物学效应（RBE）1Gy=2.5GyE，

能量 250MeV/u～380MeV/u 照射，分割剂量 5.5～6.8GyE/次，1/d，7/W，总剂量 55～70GyE 

/10～12d 完成。 

结果  随访近期疗效：有效率(完全缓解率 CR+部分缓解率 PR)1 个月 10%；3 个月 40%；6 个月

90%，总有效率 90%。无变化（SD）10%；分析近期疗效与肿瘤病理类型间无相关性（P>0.05）,

与病变体积有相关性(P<0.05)。随访 12～36 月，中位随访 27 月，局部控制率与无疾病进展生存

率：1 年为 100%与 90%，2 年为 90%与 80%，3 年 80%与 70%。疾病进展死亡率 20%，非特异

死亡 10%。毒副反应：I 级皮肤急性放射性反应 3 例。I 级急性放射性肺损伤 2 例。放疗前、中、

后外周血化验结果比较无明显变化(P>0.05)，放疗前后细胞及体液免疫检测 T 淋巴细胞亚群、免疫

球蛋白检测结果比较无变化（P>0.05）。 

结论  初步治疗结果显示重离子束治疗对胸腔恶性肿瘤疗效确切，照射部位及全身无明显副反应，

远期疗效及晚期反应有待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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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036 

质子重离子治疗 5 例巨大胸腺肿瘤短期随访病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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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质子重离子中心，肿瘤放射治疗科 

2.上海市质子重离子中心，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放射治疗科 

3.上海市质子重离子中心，放射物理科 

 

目的  是否可利用质子和碳离子的物理学优势，增加不能手术的巨大胸腺肿瘤患者接受根治量放疗

的概率，并降低心、肺等关键器官的剂量，从而增加疗效、降低不良反应？ 

方法  2015.8~2016.7，共 5 名肿瘤最大径>5cm、不可/拒绝手术的胸腺瘤患者接受了粒子放疗，其

中男性 2 例、女性 3 例；年龄为 45~74 岁；分别为 A 型（术后复发并胸膜转移，临床判定为恶

性）、AB 型和 C 型（不典型类癌）各 1 例，B 型 2 例。分期 III~IV 期，肿块横截面最大径为

5.0~17.7cm（中位数：11.0cm；另 1 例头脚方向最大径 13.4cm）。5 例患者均获得了根治量的放

疗计划，其中 3 例采用单纯光子放疗计划不能满足常规正常组织的限量。 

结果  四例患者为根治性放疗，其中 3 例为质子 44GyE/20 次和碳离子 21GyE/7 次放疗，1 例为光

子 30Gy/15 次和碳离子 36GyE/12 次照射（该计划剂量分布最佳）；1 例接受了 46GyE/23 次（碳

离子 10 次和质子 13 次）。随访时间 3.3~11.3 月。所有肿瘤在放疗后均缩小，据 RESICT 实体瘤

疗效评价标准最佳反应为：1 例近 CR（完全退缩），2 例 PR（部分反应），2 例 SD（疾病稳

定）。一位未按计划完成放疗的患者，肿瘤 17.7cm，覆盖并将心脏向腹腔明显挤压，因化疗导致

肝功能明显异常伴黄疸、双侧胸腔积液、心包积液；治疗开始后 20 天肿瘤明显缩小，使心脏逐渐

回退至原位而受到肿瘤包绕的比例明显增加、导致心脏受量增加，故未能完成既定放疗剂量；放疗

后胸腔和心包积液吸收，所有症状均缓解；放疗开始后 7 月肿瘤再次增大，但和前次复查相比仍为

SD。一位患者伴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肿瘤 11cm，输注红细胞悬液后 1 周内外周血血红蛋白

即下降至 50g/L 左右；放疗开始 1 周后，血红蛋白水平趋于稳定，3 周后不需再接受输血，3 月时

肿瘤接近 CR、血红蛋白维持在 90g/L 以上。1 例不典型类癌（12.8cm），放疗结束后随访中肿瘤

逐渐缩小，至 9 月时达 PR。以上治疗及随访过程未发现 3 级及以上放疗相关的毒副反应；2 级反

应包括：肺炎 2 例，食管炎 1 例，心悸 1 例，恶心 1 例；1 级反应包括：皮肤反应，食管炎，肺

炎，发热，咳嗽，肺纤维化等。除放射性肺纤维化外其余均在 1~6 月内缓解。 

结论  质子重离子治疗巨大胸腺瘤可以使更多患者获得根治性放疗的机会，近期副作用轻，短期疗

效好，长期结果值得期待，拟进一步进行相关临床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