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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核物理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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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原子核物理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极大地促进了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为医学研究与实践

提供了全新的思想理论和现代化的诊疗手段与设备。综述了原子核物理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预

防医学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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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引言

自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 Roentgen发现 X 射

线并应用于医学领域以来,原子核物理理论与技术

已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例如,X射线成像、计算

机断层成像(CT)、核磁共振成像、核医学成像和放

射治疗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现

代医学的发展,提高了疾病诊治水平,而且将医学

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2暋原子核物理在基础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暋暋发病机制是疾病防治的基础,发病机制不清

楚,就很难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治措施。1960 年,
Perutz等[1]和 Kendrew 等[2]利用 X射线衍射技术

解析了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的三维结构,阐明了这

些蛋白质在分子氧输送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他们也

因此获得了1962年诺贝尔化学奖。该项工作不仅

首次揭示了生物大分子内部立体结构,还为测定生

物大分子晶体结构提供了一种沿用至今的有效方

法———多对同晶型置换法。近年来,科学家应用荧

光分析和核磁共振(NMR)等技术研究发现,癌变

过程中细胞及其质膜发生了明显变化,如表面电荷

改变、膜流动性增大和细胞内水状态的改变等。从

射线产生自由基及其具有顺磁性和近年来对活性氧

的研究得出了许多病理过程(包括辐射损伤、衰老、
毒物作用及心血管疾病中的一些环节等)都与自由

基有关的结论。

暋暋自1895年德国外科医生Roentgen首次利用 X
射线观察到人体内部解剖结构以来,随着物理科学

及其相关科学的发展,以 X 射线成像、CT 成像、

NMR成像和核医学成像等为代表的许多物理学技

术应用于基础医学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包括正常

和病理状态下,人体各系统、器官和组织的解剖学、
生理学特点等。目前,各种成像技术结合计算机三

维重建技术建立正常和病理状态下不同水平结构、
代谢和功能成像是当前医学成像研究的重点和热

点。

暋暋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仪(PET)的突出

优势是,能在体外无创性探测活体内生理和病理变

化过程,并能对生化过程进行准确定量分析。这对

于研究生命现象的本质和各种疾病发生、发展的机

理非常有用。例如,用短寿命的放射性核素标记人

体代谢所必需的物质(如葡萄糖、蛋白质、核酸和脂

肪酸等)制成显像剂(如氟代脱氧葡萄糖等),然后

将其注入人体,我们就可以利用PET从体外无创、
定量、动态地观察这些物质进入人体后的生理、生

化变化,从分子水平探讨代谢物或药物在正常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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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体内的分布和生理生化功能等。PET还能对脑

的血流和代谢等活动进行判断,对研究脑的生理和

精神活动等提供了一个重要手段,其绝妙之处,在

于它“打开了一个揭示大脑奥秘的窗口暠。因为人体

不同组织的代谢状态不同,所以这些被核素标记了

的物质在人体各种组织中的分布也不同。例如,在

高代谢的恶性肿瘤组织中分布较多,这些特点能通

过图像反映出来,从而可对病变进行诊断和分析。

暋暋NMR成像技术以无辐射损伤、无破坏性、无

试剂侵入并能从分子水平到整体脏器系统地研究活

体和动态过程等这样一些突出的优点受到科学界的

高度重视,发展相当迅速。在基础医学研究领域(如
基因表达监测)也日益显露锋芒。

暋暋以 NMR为基础的药物筛选技术是国际上近几

年发展起来的新药筛选新方法。它可以高通量地筛

选出能与靶蛋白相结合的化合物小分子。即使在初

始阶段筛选出的是弱亲和的化合物,经过适当的结

构改造和优化,有可能发展成为高效的药物分子的

先导化合物。目前,国外很多生物制药公司和研究

机构纷纷建立了相关的技术平台,利用 NMR技术

筛选、发现和设计先导化合物,已取得了许多鼓舞

人心的研究成果,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暋暋以 NMR为基础的代谢组学主要利用 NMR技

术和模式识别方法对生物体液和组织进行系统测量

和分析,对生物体中随时间改变的代谢物进行动态

跟踪检测、定量和分类,分析这些代谢信息与机体

病理生理特征的关系,确定发生这些变化的靶器

官、作用位点和相关生物标志物。代谢组图谱不仅

能同时反映代谢网络中多个生物化学途径上成百上

千种化合物的变化,而且可以区别不同种属、不同

品系动物模型的代谢状态,鉴别与人体疾病状态的

差异,寻找人类疾病、药效和毒性的适宜动物模型。
“代谢指纹图谱暠的研究不仅可以研究药物本身的

代谢变化,而且可以研究药物引起的内源性代谢物

的变化(更直接地反映体内生物化学过程和状态的

变化)。通过对体液“代谢指纹图谱暠变化原因的探

讨阐明药物作用靶点或受体。

暋暋脑是人体内最重要的器官,是接受外界信号,
产生感觉、意识和逻辑思维并发出指令的中枢。当

代科学技术虽然可使人们在整体、系统、环路、细

胞和分子水平等不同层次了解大脑的内部结构和生

理特点等,但是至今对语言、记忆、注意、意识和

思维等脑的高级功能的确切机制知之甚少。无创伤

性脑功能成像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脑科学研

究,使人类可以对活着的人脑的生命活动进行研

究。对人脑工作机制的了解,不仅有助于探讨人类

智慧的形成机理及其过程,而且有助于提高人类精

神性疾病的诊疗水平。就目前来看,在各种无创性

脑功能成像中,磁共振成像/谱仪(MRI/S)和PET
比较成功。这些成像工具不但可以以人类自身作为

研究对象,而且可以直接观察各种行为状态时脑内

的变化,是脑科学研究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重要

手段之一。利用该技术已经可以在几毫米的空间分

辨率下对大脑工作时的血流变化、血氧水平、葡萄

糖的有氧和无氧代谢、磷酸化过程等大脑内发生的

各种功能性或者代谢性的变化实现成像,加上对这

些功能的空间定位的结构成像,已经在大脑的很多

基本功能、甚至高级认知工作机制的研究方面取得

了很大的进展[3—9]。

3暋原子核物理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3.1暋现代医学影像技术

暋暋现代医学影像技术包括X射线成像、磁共振成

像(MRI)和核医学成像等。这些医学成像技术可以

在无创条件下,提供机体解剖学信息,有些技术还

可以提供反映机体功能的信息,从而为疾病的临床

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依据。100多年前Roentgen发

现X射线后不久,X射线成像就很快应用于临床医

学。20世纪40年代中叶,医学影像设备在世界上

还只是个别医院的奢侈品。60年后的今天,医学影

像设备也已在发展中国家普及。目前,X射线成像

已成为当今医学检查的主要手段之一[10,11],大约

70%的人每年至少作一次X线检查,人一生中要做

几十次X射线成像检查。

暋暋20世纪70年代初诞生的 X射线断层成像(X灢
CT)装置首先用于脑部,能迅速准确地诊断与定位

脑瘤,对脑出血、脑梗塞、颅内出血、脑挫伤等疾

病是一种准确可靠的无创性检查方法,几乎可以代

替过去的脑血流图和血管造影等。CT 的灵敏度远

远高于X线胶片,对脑瘤的确诊率可达95%,对

肝、胰和肾等软组织器官是否病变有特殊功用,能

清楚地显示肿瘤的大小和范围,在一定程度上 X灢
CT还可以区分肿瘤的性质。到目前为止,CT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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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已发展成为可以对心脏实施动态显像的多层螺

旋CT技术[12,13]。

暋暋以单光子计算机断层成像(SPECT)和PET为

主的核医学成像已用于临床疾病的诊断[14,15],如

应用18F去氧葡萄糖为药物的PET成像诊断肿瘤。
核医学成像因其特异性好,集代谢、功能和分子成

像于一体,可用于疾病的早期诊断。研究结果显示,
就癌症来讲,与X灢CT相比,SPECT可以提前3个

月发现肿瘤病灶,一般PET比SPECT又要早3个

月。目前,多模式集成的成像装置,如 PET/CT,

MRI,CT,电子直线加速器/CT等也相继问世。

暋暋PET特别适用于形态学改变之前,亦即疾病的

早期(甚至超早期)。此外,PET还能进行三维立体

动态及全身显像,可发现其他检查所不能发现的问

题。由于PET可了解肿瘤组织的代谢情况,因此可

以对大多数肿瘤进行早期诊断、分期、疗效观察和

预后判断,从而有利于制订不同的治疗措施。PET
还可以了解心脏功能,通过心肌的血流量、氧代谢

和三大代谢等生化内容来鉴定心功能,鉴别不同心

脏器质的病变。

暋暋核医学成像是目前唯一可以从分子和基因配体

水平上成像的模式。应用核医学分子成像技术可通

过放射性核素标记化合物分子在体内分布的可视化

研究,了解体内微观分子的宏观分布及体内行为等

信息,分析该化学分子在人体内的相互作用(机
制)。与普通的X射线(19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或
计算机断层照相术(1979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诊
察法相比,MRI拥有许多优点。它弥补了计算机 X
射线断层照相术(CT扫描术)的不足,对检测组织

坏死、局部缺血和各种恶性病变特别有效,并能对

其进行早期诊断;对人体各循环系统的代谢过程进

行监测,其成像对比度优于 CT扫描术。MRI技术

特别适于脑和脊髓的详细成像,几乎所有的神经错

乱都会导致水含量的变动,这一点能够在 MRI成

像中得到反映。水含量小于1% 的变动足以检测到

病变。脑和脊髓的局部炎症引起与多发性硬化症有

关的症状,在多发性硬化症中,MRI检查对于疾病

的诊断和随访是具有优势的。使用 MRI能够了解

神经系统中炎症的部位、病变程度以及治疗后的情

况。MRI已经取代了以前使人不适的检查方法,能

够分辨出肌肉疼痛与神经或脊髓受到压迫而产生的

疼痛之间的区别。使用 MRI能够了解肿瘤是否压

迫神经以及决定手术是否必要。在显微外科脑手术

中,外科医生可以根据 MRI成像足以在中枢脑核

中安置电极,以便于治疗剧痛或者是帕金森疾病引

起的运动失调。MRI图像不仅能准确地显示肿瘤的

界限,有助于更加准确的手术和放射治疗,而且也

提高了确定肿瘤阶段的可能性。例如,MRI能够确

定组织中结肠癌的侵润程度以及局部的淋巴结是否

已经转移。MRI能够取代以前使用的入侵性的检查

方法,因而减少了许多病人的痛苦。据卡罗林斯卡

研究院公布的数字[16],从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台

医用 MRI仪器问世到2002年,全世界使用的 MRI
成像仪大约有22000台,MRI诊察案例累计达

6000多万人次。

3.2暋肿瘤放射治疗

3.2.1暋肿瘤的常规放射治疗

暋暋1896年居里夫妇发现镭并于3a后应用于肿瘤

治疗,肿瘤放疗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放疗

初期,使用镭管或镭模直接贴敷肿瘤,或用镭针插

入肿瘤进行组织间放疗,即近距离放疗。然而这些

方法只适用于浅表肿瘤的治疗,或位于可进入的自

然腔道的肿瘤,而且对体积较大肿瘤的放射剂量分

布不佳,最大缺点是对医护人员的辐射量较大。20
世纪30年代发明了kVX 线治疗机,50年代发明

了60Co放疗机,放射治疗便成为一个独立的放射肿

瘤学科。20世纪60—70年代加速器问世,随着外

照射放疗设备的出现,近距离放疗的应用逐渐减

少。然而,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

展,由计算机控制的近距离后装放疗机问世,使近

距离放疗再次应用于临床。现代后装放疗机不仅使

放射源放置的位置和剂量计算完全精确,而且完全

避免了对工作人员的辐射。因而又形成了近距离放

射辅助外放射治疗的最佳组合的局面。1968年,瑞

典神经外科医生 Lexell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立体

定向放射治疗装置,它是用毭射线作为放射源,能

像手术刀一样将颅内病灶消除,因此,简称“毭刀暠;
其后各国又出现了X刀,开创了立体定向放射外科

技术。由于放射物理学,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和 CT
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了放疗飞速发展,使20世纪

60年代日本放疗学家高桥的原体治疗(适形放射治

疗)得以实现,并且更进一步达到了适形调强放疗

(IMRT)。这些先进技术可在最大限度保护周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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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组织的前提下,对靶区实施高剂量均匀照射,改

善肿瘤局部控制,以期提高生存率。

暋暋 放 射 治 疗 是 目 前 肿 瘤 治 疗 的 3 大 手 段 之

一[17,18],约50%-70%的肿瘤患者需要不同程度

(单纯放射治疗或与手术、药物配合治疗)地接受放

射治疗。目前用于放疗的设备主要有电子直线加速

器(使用它的电子束和X射线)和60Co机。目前,电

子直线加速器放疗已经从过去的常规放疗发展到影

像引导放射治疗(IGRT),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电子

直线加速器和螺旋 CT 结合形成的断层放疗(To灢
motherapy)技术。采用电子束或X射线通过体外照

射的放疗是目前放射肿瘤治疗的主流。但放射性粒

子(125I,103Pd)植入某些肿瘤进行治疗,可使肿瘤局

部控制率高,并发症发生率低,提高了肿瘤患者的

生存率,也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肿瘤治疗手段[19]。

3.2.2暋质子和重离子治疗肿瘤

暋暋与常规射线相比,质子和重离子因其具有在物

质中确定的“射程暠及其射程末端处出现Bragg峰的

特点[20],在肿瘤治疗时,可通过调 节 能 量 调 整

Bragg峰的位置和采用磁扫描技术导引束流对肿瘤

病灶实施精确治疗。Wilson[21]于1946年首次提出

质子束医学应用观点。1954 年,美 国 加 州 大 学

LawrenceBerkeley实验室(LBL)在世界上首次用

质子对晚期乳腺癌病人实施治疗[22]。之后,瑞典、
美国和俄罗斯等国的一些机构开展了质子治疗肿瘤

的临床研究。目前质子的主要治疗范围已经从最初

的黑色素瘤、颅内肿瘤扩展到前列腺癌、肺癌、肝

癌以及脑血管畸形等非肿瘤疾病,并且在2000年8
月通过了美国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认证。
据报道,到2001年底,全世界接受质子治疗的病人

达29852人[23]。目前,全世界现有质子治疗中心

33家,分布在16个国家,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
日本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到目前已累计治疗了4
万多患者,仅欧美和日本就已治疗2万多个病例,
一般治疗效果达到 95% 以上,5 年存活率 高 达

80%。
与质子相比,重离子生物学优势更加明显,剂

量分布优势(Bragg峰)更为突出,其治疗精度高

(mm 量级)、剂量相对集中、治疗时间短、疗效显

著、对周围健康组织损伤小和便于实时监测等被誉

为面向未来最理想的放射治疗用射线。世界上许多

国家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造重离子束

治癌装置,开展治癌基础及临床应用研究。1975
年,美国的LBL首次利用其高能同步重离子加速

器BEVALAC开展肿瘤治疗临床试验,到1992年

6月累计治疗各种肿瘤患者2487人[24]。近年来,
日本和德国重离子束治疗肿瘤临床试验成果又唤起

了美国对重离子束治癌研究的兴趣。1984年,日本

政府启动“癌症控制10年战略暠,于1993年在国立

放射医学综合研究所(NIRS)建成一台专门用于肿

瘤治 疗 和 放 射 医 学 研 究 的 医 用 重 离 子 加 速 器

(HIMAC),1994年6月21日对第一批肿瘤病人实

施了碳离子束治疗[25],到2006年11月已累计治疗

各种肿瘤患者3200例。2000年,日本又在兵库

(Hyogo)建成一台专门用于肿瘤治疗的带电粒子治

癌装置(PATRO),该装置已于2002年投入临床使

用。2003年,日本政府在认可重离子治癌成果的同

时正式启动第二个“癌症控制10年战略暠,计划在

日本兴建50个重离子束治疗中心[24]。德国在借鉴

美国和日本经验的基础上,开发和应用了先进的栅

网扫描束流配送系统和PET治疗质量保证两大技

术手段,于1996年在德国重离子研究中心(GSI)建
成重离子治疗装置,可以对病人的治疗实施在线监

控。因对两种脑瘤的良好治疗,GSI因此得到德国

政府有关部门颁发的临床治疗许可证。目前,德国

政府批准并投资7245万欧元,由 GSI联合德国癌

症研究中心(DKFZ)在海得堡建造专门用于肿瘤治

疗的离子束加速器[24]。除德国外,欧洲许多国家都

纷纷提出或启动重离子治癌项目。在我国,中国科

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对重离子治癌的物理学和生物

医学基础等开展了研究,为临床治疗肿瘤积累了基

础数据[24,26—34]。目前,该所研制的基于 HIRFL的

重离子浅层治癌装置已通过专家鉴定[35]。随着兰州

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HIRFL灢CSR)的建成出

束和增建治癌终端的完成,必将使我国重离子束治

癌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3.3暋原子核物理在疾病预防中的应用

暋暋目前,加速器及同位素辐射源已广泛应用于食

品保藏、医药消毒和环境污染物处理等。

4暋小结

暋暋总之,原子核物理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医学领域

的应用不仅使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有了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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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性进展,而且为生物医学的研究提供了现代化的

检测分析和诊疗手段与设备。目前,原子核物理和

医学不仅联系更加紧密,而且相互渗透和相互交融

更加广泛。原子核物理和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相互

交融与渗透,必将进一步促进物理学与医学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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