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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
⑾Co远距离治疗辐射源检定规程

∶    量测窆扌佞重厂鬈漯要岌百罴邓骂粪蒌荭掣6最篙蠡苔蘑瓢淘砘钰蠡鲞罗
收剂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医用ω Co远距离治疗辐射源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医用∞Co远距离治疗辐射源有用射束剂量率范围约为0.01Gylmin~1OGW“ n。

2 引用文献

本规程引用下列参考文献 :

IAEA TRs。 277: Absorbed Dose lDeteΠ nination in Photon and Electron Bearns: An

叩 aptatiorl of the IAEA Intematiorlal Codes Of Practice,2nd Edition(1997)

IAEA TRS。 277: AbⅨxbed DOse Determlnation in Photon and Electron Bearns: An

Adaptation of the IAEA InterrlatiOnal Codes of Practice, 2nd Ed⒒ on(1998)

GBz/T161—20⒄  t《医用γ射束远距离治疗防护与安全标准》

GB9T06.1T— 1999砒 IEC ω∞19-11:1,9T《医用电器设各 第二部分:γ 射束

治疗设各安全专用要求》

JJF1O01—199S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GB/T四gs7-19”  《医用放射学术语 (放射治疗、核医学和辐射剂量学设各)》

GB铆甾一19% 《高活度钴-⑾ 密封放射源》

使用本规程时,应注意使用上述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
、      3.1,1 吸收剂量 abs。rbed dose

电离辐射授与物质的平均能量。吸收剂量 D由 d∈被 d锡 除的商来确定,即

D=d∈ /d簖

式中:d∈——电离辐射授与质量为 d御 的物质的平均能量 ;

D——吸收剂量,单位 :J· kg· ,其名称为戈瑞,符号为 Gyo

3。 1。2 吸收剂量率 abs。rbed dose rate

单位时间内的吸收剂量,即 dD除以dJ而得的商 :

D=dD/d莎

式中:dD——时间间隔 d莎 内吸收剂量的增量 ;

D——吸收剂量率,Gy/s或 Gy/耐n。

3.1.3 源皮距(sSD) radiatioll source to skn山 stan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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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疗中,从辐射源表面至人射表面的距离。单位一般用厘米 (cm)。

3,1.4 照射野 radatiOrl field

又称辐射野。与辐射束相交的一平面内的区淤 ,在此区域内辐射强度超过某一比例

或指定水平。在本规程中为 sO%最大剂量点剂量率以上的剂量区域。

3.1.5 电离室参考点 reference pOint Of an onizatiOn chamber

电离室中的一点,在校准电离室时,使其量 (照射量、吸收剂量、比释动能等)符
合于在规定的约定真值之上的点。

3.1.6 有用射线束 useful radioactive bearn

由准直器限定的直接用于辐照或测量目的的辐射束。

3.1.7 灯光野 碹ht kld

在产生电离辐射的设各中,用灯光照亮一个区域模拟辐射野,此区域由照度超过某

一规定水平的点的轨迹。本规程中灯光模拟的辐射野为 sO%最大剂量点剂量率以上的

剂量区域。

3.1.8 (电离室)有效测量点 effective me"uring pOint(of⒛ onizaton charnber)

对某种类型或能量的电离辐射,模体中有电离室的空腔后,该辐射的注量梯度与无

空腔时的注量梯度不同,电离室测出的吸收剂量不是电离室几何中心点处的吸收剂量 ,

而是电离室内某个测量点处的吸收剂量,这个测量点即为该辐射条件下的 (电离室)有
效测量点。            ∷

3.1.9 均整度 flatness

在一个野的限定部分内,最高与最低的吸收剂量之比。标准体模入射面与辐射束轴

垂直,并在其特定深度上与规定的辐射条件下测量吸收剂量。

3.1.1O 端效应 end effed

射线装置产生规定辐射时,从产生辐射开始至规定辐射止,以及从规定辐射至关闭

辐射止的所有辐射,其对规定辐射的影响称为辐射的端效应。其辐照时间可等效至规定

辐射的时间。如图 1所示 ,莎 0至 莎1段和 莎2至 莎3段的辐射,对规定辐射 D0累计的影

响,称为辐射 D0的端效应。可以将 矽0砂 1段和 莎2矽 3段的累计辐射,等效至规定辐射剂

量率下的辐射,等效辐射的时间称为端效应时间。

图1 端效应示意图

3.1.11 正常治疗距离 (NηV nonnal treatment distance

对等中心治疗设各而言 ,为沿辐射束轴线从辐射源到等中心的距离。对非等中心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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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设各而言,是沿辐射束轴线从辐射源到某一规定平面的距离。

3.1。 ⒓ 等中心 isocenter

放射治疗设各中,各种运动的基准轴线围绕一个公共中心点运动,辐射束以此点为

中心的最小球体通过,此点即为等中心。通常情况下,等中心由安装在治疗机机架外的

激光定位灯指示。

3.1.13 源 轴 距 (SAD) sotLrce to axo dstarLce

沿辐射束轴线测量的辐射源与机架旋转轴之间的距离。

3.1.14 半影区 pentmbra zorle

在一定辐射野和辐射条件下 (如 SSD等),在参考平面内,辐射范围内的最大吸收

剂量率的⒛%~sO%所涵盖的区域。

3.1.15 (γ 射束)远距离治疗  (gar~a bearn)telether叩y

用置于辐射源组件中的放射性核素发射的γ射线束,在辐射源至皮肤之间的距离

(SSD)不小于 SO⑾ 时实施的体外射束医学治疗。

3.1.16 主计时器 primary timer

治疗机上用于控制辐照剂量的计时器。当达到时间预选值时,用来终止辐照的控制

计时器。         ∴

3.2 计量单位

3.2.1 吸收剂量单位:戈瑞;符号:Gy。

3.2.2 长度 (距离)单位:厘米或毫米;符号:cm或 Ⅱm。

3.2.3 时间单位:秒 ;符号 :s。

3.2.4'温度单位:摄氏度;符号 :℃ 。

3.2.5 气压单位:千帕 [斯卡];符号 :kPa。

4 概述

医用
ωCo远距离治疗辐射源是指

ωCo远距离治疗机产生的赋有剂量量值,带有计

量特性的有用射线束,主要用于放射治疗。

医用
ωCo远距离治疗辐射源 (以下简称

ω∞ 辐射源)由机头、机架、准直器、控

制设备等组成。
ωCo辐射源产生的γ射线由准直器限束,通过在特定条件下赋值处理 ,

形成具有一定照射野的有用射线束,在规定的源皮距上,对放射治疗部位或其他对象实

施照射。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测距指示器

测距指示器指示的源皮距与实际距离偏差,应不超过±2∏m。

5.2 准直器旋转中心

准直器旋转时,灯光野指示中心变化轨迹应不大于半径 1rrm的圆。

5.3 等中心

对于等中心 ω%辐射源,机架旋转时,在源轴距 (SAD)处 ,灯光野指示的中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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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应不超过±z-。
5.4 灯光野与照射野的重合性

在正常治疗距离处,在水模表面垂直于射线束表面的 1Ocm× 10crrl的 照射野与相应
灯光野在主轴上的偏差不超过±⒛m。

5.5 半影区

在正常治疗距离处,对于 10cm× 10cm照射野,经修整的半影区应小于 10m。
5.6 辐射野均整度

正常治疗距离处,对于 1Ocm× 1Ocrrl照 射野,射线轴与模体表面的交点为光野中
心,在灯光野中间的面积为J总 面积的 sO%范围内,最大吸收剂量率与最小吸收剂量率
之比不大于 1。 乃。

5.7 辐射野对称性

正常治疗距离处,对于 1Ocm× 1Ocm照射野,在辐射野均整区内,相对射线束轴线
任意对称两点吸收剂量大值与小值的比值不大于 1。 “。
5.8 剂量控制系统

5.8.1 输出剂量的重复性

在主计时器限定的相同时间间隔内,输出的吸收剂量的相对标准偏差不大于 1%。
ˉ

5,8.2 输出剂量的线性

给出不同辐照时间的吸收剂量线性最大偏差不超过±2%。

5.9 治疗计划的吸收剂量偏差

由治疗计划系统 (Treatment Planning Systenl,TPS)给 出的参考深度及其他深度
的吸收剂量,与实际测量结果的相对误差不超过±5%。

6 通用技术条件

6,1 设各标识

应清晰标注设各的名称、型号、编号、制造厂商及生产日期。
6.2 显示

∞Co辐射源的主计时器、放射源的存贮 (或停止辐照 )、 辐照、故障等工作状态显
示必须清晰、准确。

6.3 安全要求
ωCo辐射源辐射防护、机械、电气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

7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7.1 检定条件

7.1.1 环境条件

检定时,环境的温度为 (15~ss)℃ ,大气压强为 (sO~110)kPa,相 对湿度为
30%~75o/o。

检定环境内的辐射本底、外来电磁场、静电场和机械震动等均不应引起电离室剂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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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读数的显著偏差和不稳。

7.1.2 检定设各

7.1.2.1 电离室剂量计

检定所用的电离室剂量计须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其所配电离室的基本特

性见附录 A。

7.1.2.2 剂量分布扫描系统

所用水模体容积不小于 sOcm× sOcrrl× sOcJL,其壁由聚苯乙烯或有机玻璃制成。

7.1.2.3 其他计量器具

检定用的其他计量

检定用其他

名 称 丿y鳕 ■       最川、分度佴

温度计 用 / 〓0
〓

淞
⒍℃

每压计I迪|
〓D ■  孰̌尸a

计时
蝌

h辶 s~~J■■■‘|:∶∶∶i
■

「

\绌
s

汪
凵

J
勹钢 、i::∶lln

坐枥 尉
〓

10 %
湿启 冖ι 〓w

∷
〓θ

△ 汹

7。 2 检定

检定万
足

2。
盔
冖

眉

U
表

目 后 使用中检验

ˇ准直
≡/■ 群 +

f冫 等沁田\ + 十

灯光野与辑射野町童食陲犭氵汾

一

;〕冫丿丿
Γ

+

半影区   ` +

辐射野均整度 + +

辐射野对称性 + +

剂量控制系统 + +

治疗计划的吸收剂量偏差 + 十 +

“
+” 为应检项目,“

—”

“
x” 不做等中心治疗的

为可不检项目。
ωCo辐 射源,不进行此项检定。2

注 :

5



JJC1027-ˉ 2007

7.3 检定方法

7.3.1 准直器旋转中心

7.3.1.1 非等中心
∞Co辐射源,取正常治疗距离,对于等中心

∞Co辐射源,取源轴

距。对于非对称移动限束器,置限束器于对称移动状态。

7.3.1.2 在与辐射束轴线垂直的平面上,置坐标板于灯光野下,源到坐标板上表面距

离为源轴距 SAD或正常治疗距离 N∞。连续旋转准直器并描记灯光野十字线的十字交

叉点,准直器旋转至最大范围时
'记

录被描记的交叉点的轨迹。

7.3.2 等中心

在等中心平面上,置坐标板于灯光野下,源到坐标板上表面距离为源轴距 SAD。

沿机架旋转轴方向放置一指示杆,其尖端直径不大于 zrrm,置尖端于等中心点,旋转

机架角σ~%0° ,灯光野十字线交点应始终通过指示杆尖端。相对机架角 0° ,观测指示

杆尖端在坐标板上的偏移。

7.3.3 灯光野与辐射野的重合性

7.3.3.1 检定时,仪器安排如图 2所示,如果被测机器装有不可拆卸的半影修正器 ,

则不得取下半影修正器,以下各参数测量相同。源至水模表面距离 SSD取为正常治疗

距离 (非首次检定取常用αD),水模表面的光野取为 IOcm× 10cm。 在参考深度上取垂

直于射线束轴线的平面为参考平面,参考深度为炙m,剂量分布扫描系统如果使用电离

室作传感器,则电离室的有效测量点放在参考深度处。圆柱形电离室的有效测量点与几

何中心距射线人射的模体表面距离分别为 Jd、 歹p,则 歹p~deⅡ =0.5厂 ,r为电离室半

径。

图2 仪器安排示意图

7.3.3.2 用剂量分布扫描系统测量。在参考平面上作正方形,其中心为射线束于参考

平面的交点,其各边与水模表面光野相应边平行。设光野在参考平面上为 ABCD
(图 3),主轴为 CJH和 EF,中心为 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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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照射野与灯光野重合性测量图

7.3.3.3 电离室中心沿 6H和 EF移动扫描,分别测量出最大剂量率 SO%的点为 E'、

/、 G'、 H'。 以此 4点作出各边与 ABCD对应边相平行的正方形A臼C0',即为辐射

野。至少重复 3次出束扫描测量。测量任一次出束时辐射野与光野在主轴上的最大偏

差。

7.3.4 半影区

检定方法同 7.3.3。 用剂量分布扫描系统测量。任一次出束时沿辐射野主轴各边的

最大半影区宽度。

7.3.5 辐射野均整度

检定方法同 7.3.3。 用剂量分布扫描系统测量。沿光野主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

0.5cm,由此限定的光野中间面积为光野总面积的 sO%。 在此范围内,参考平面上沿光

野主轴测量两主轴剂量分布,任一次出束时两条主轴上吸收剂量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

比。

7.3.6 辐射野对称性

检定方法同 7.3.3。 用剂量分布扫描系统测量。参考平面上沿光野主轴测量两主轴

剂量分布。任一次出束时参考平面上对称于射线束轴线的任意两点吸收剂量的比值。

7.3.7 剂量控制系统

7.3.7。 1 检定条件同 7.3.3.1。 用电离室剂量计测篁。

7.3.7.2 输出剂量的重复性

由辐射装置上控制计时器设定相同的时间间隔 (一般为 1mh~2血n),第 j次测得

的剂量值为D犭 ,则剂量值的相对实验标准偏差 V为

v=告V宀塞④—Ω严
式中:D——彳次测量剂量的平均值,即 D=芳

塞
DF;

7.3.7。 f       JJ般
m=1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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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同上。辐射装置的控制计时器预置时间莎0,在此时间间隔内测出的吸收剂量

为D0(一般约为 1(冫)j然后取 %='× 莎0,J一般取1~4,测出相应的吸收剂量为η。

依据时间莎与吸收剂量D的线性关系,计算 %对应的吸收剂量ηc为

E%=Do×眚≡丢乒             (2)
式中:△莎~~端效应时间。若

ωCo辐射源不能提供端效应修正,则认为Δ莎可忽略。

计算得出的ηc与实测吸收剂量马 的偏差s为

7.3。 8 治疗计划的吸收

7.3.8.1 吸收剂量的讠

在参考深度有效

式中:MQ
ND,。r

Sw,洫

夕Q

阻止本领比

,p耐是电

夕Q数值见

(3)

(4)

(6)

夕s

KTp— 空

式中:T、 p分别为

贝刂KTp=1.000。

(5)

于密封电离室 ,

式 (4)用于任何深度

对于最大吸收剂量点的剂

深度剂量 (PDD)换算,即

午o。 5r),则需要通过百分

Dw,nlax=Dw(夕 eff)/PDD

7.3。 8.2 检定条件同 7。 3.3。 1。 用电离室剂量计测量。

7.3.8.3 由治疗计划系统给出 1Ocrn× 1Ocm照射野下,辐射束轴线上水下 Ccm处吸收

剂量 D1和水下 Tcm处对称偏离轴线 scm点的吸收剂量 D2、 D3,治疗计划剂量 D1、

D2、 D3一般设为 zGy。 用标准剂量计测量相应位置的吸收剂量值 D。 1、 DO2、 DO3,吸

收剂量值的计算同 7。 3.8.1,若有端效应修正则 DO1、 DO2、 DOs需要进行端效应修正。

治疗计划的吸收剂量偏差 △为

8

刂量计的空气 见附录 B;

度处,水对空气 Co γ射线的水

动修正因子 , 空腔影响修

心电极影响 射线、夕d取 1。

修正因子。

十算,都有较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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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亍互|舌÷2业 (7)

式中:j=1,2,3。
7.4 检定结果的处理

按 7。 3规定检定合格,出具检定证书和检定合格证;有一项不合格者,判为不合

格,出具检定结果通知证书,注明不合格项目,禁止在临床上使用。不合格的
ω Co辐

射源修理后,必须经重新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7.5 检定周期

医用
∞Co远距离治疗 1年。

新安装、更换辐射 经修理后的
ω Co辐射源,在

使用之前,必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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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电离室基本特性要求

电离室形状 室壁厚度 内腔直径 内腔长度 极化效应

圆柱
<0.1g/cmz,

最好 0。 “g∫潴
≤7rrm <25nⅡn ≤0.2%

10



JJG1027-ˉ 2007

附录 B

圆柱型电离室空气吸收剂量校准因子 ND,Ⅱr

ND,击是标准剂量计的量值传递因子,可溯源至国家原级基准。对于采用空气比释

动能校准因子凡 或照射量校准因子凡 溯源的标准剂量计,则有

ND,洫 =^电 · (1-g)· 屁荻t。 乃m=N乃
·屁№         (B.1)

Λb,茁r=^t· (W∫ε)· 尼孜t· 屁m=^t· 屁№     (B· 2)

式中:g——电离辐射产生的次级电子消耗于轫致辐射的能量占其初始能量总和的份

额。对于
ω
Co γ射线,g=0.OO3,对于光子最大能量小于 sO0kV的 X射

线,g可忽略不计 ;

W∫召——在空气中形成每对离子 (1个电子的电荷量)所消耗的平均能量,W/召 =

33.97J/C;

锯t—
—校准标准剂量计时,电离室室壁及平衡帽对校准辐射的吸收和散射的修正

因子 ;

尼m——电离室室壁及平衡帽的材料对校准辐射空气等效不充分而引起的修正因

子。

屁蔽和屁m的数值见表 B。 2。

B。 1 屁m的计算

B。 1.1 电离室室壁和平衡帽用同一种材料制成,则

屁m=S砬 ,m·
(〃

en/ρ )m,洫                 (B。 3)

式中:S缸.m—
—材料对空气阻止本领比;

(〃∞/ρ )m,缸r丁^材料对空气质能吸收系数。

S汪.m和 (〃 m/卩 )m,洫数值见表 B。 1。

表B。 1 庀m值 (在 ω
Co γ射线校准时的值)

B。 1.2 电离室室壁和平衡帽用不同材料制成,则
乃m=α ·S碰r,wau· (〃 m/卩 )wau,洫 +(1^α )· S碰r,⑷

·(〃 m/ρ )cap,缸r   (B。 4)

式中 :α——电离室室壁中产生的电子在空气空腔中引起的电离份额 ,α 的数值见图

B。 1;

11

材  料 S疝.m (〃 en/ρ )m,拉 尼m

A— 1sO(组织等效材料)

石墨 (ρ =1。 ⒛四cms)

石墨 (ρ =2。 %5dcm3)

Plˇ 11、刂1ρk(CsH:Oz)刀

聚苯乙烯 (C:H:)″

0.876

0,998

1.000

0.908

0.901

1

1

1

101

001

001

081

078

0.964

0.999

1.001

0.982

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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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α)——平衡帽产生的电子在空气空腔中引起的电离份额。

S。.wall、 s泣.cap和 (〃∞/ρ )俪 ,缸r、
(〃 m/ρ )cap,碰r,根据不同材料参考表B。 1内的值。

B。 2 屁att的

不同形状 ,室壁与平

衡帽的总厚度

B。 3 常用电离

常用电离室

⌒亠

濠
憩
褪
型
g
划

怔

8
 
 
7
 
 
6
 
 
5

0
 
 
0
 
 

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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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2(续 )

电 离 室 信 号 屁m 尼att 尼m ·尼att 尼№ 屁№
④

唧 0.6ml 防水型,M⒛ss“ 1

VICⅡ℃识EEN0.6m1 30-351

CAPIMmC0.6ml FARMER型
(PMMA平衡帽)

CAPINTEC0.6ml(AAPM)

T6C— 0.6 0r⒍五l  (PMMA平 衡 帽 )②

RT1O1 0.6ml (有 机玻璃平衡帽)③

0.982

0.982

0.993

0.989

0.994

0.990

0.992

0.993

0.990

0.989

0.990

0.990

0.974

0.975

0.983

0.978

0.984

0.980

0.971

0.972

0.980

0.975

0.981

0.977

0.00854

0.00855

0.00862

0.00857

0.00862

0.00859

注:① 括号内的数字为生产年代。

②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生产。

③ 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生产。

④ 在凡 的单位为 2。 ss× 1Oˉ
4C·

kgˉ
1/div(即 R/div)时 的值。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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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圆柱型电离室的综合扰动修正因子 Fc

圆柱型电离室的综合扰动修正因子 夕Q=夕 c扭
·夕d,夕d是电离室中心电极影响修正

因子,对于
ω
Co γ射线夕d取 1。 OO0,因此夕Q=夕 cav o夕 cav是空腔影响修正因子,据 19,g

年第二版 IAEA TRSz77号 报告,夕 cav替代 19⒏ 年版 TRm77号报告的扰动因子 夕uo

夕cav是辐射质的函数,且电离室室壁材料不同,夕 cav也不同。各种射线质和电离室室壁

材料的空腔影响修正因子如图 C。 1所示。

1.00 -Acrylic 
有机玻璃

町 raphite

0.5     6° Co0.6           0.7           0.8

辐射质(TPR::)

图 C。 1 圆柱型电离室的空腔影响修正因子 夕咖

对于
ω
Co γ射线 ,NE乃 Os/3A、 NE笏71等石墨电离室的 夕Q=夕 c押 =0· ∞2o

%

1.01

0.

0.9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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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电离室离子复合修正

电离辐射在电离室空腔内产生的电离,有一部分因复合效应而损失,因此在测量时

必须对电离室的离子复合进行修正,其修正因子为夕so采用双电压法,得到夕so对于

某一稳定辐射,在相同时间内,分别用电离室极化电压 V1、 ‰ 测得相应的电离电荷

(或剂量)为 M1、 M2,V1/‰ 必须大于或等于 3。

(1)对于连续辐射 (如ω
Co γ辐射),当正常极化电压取 V1时 ,则

夕s=1· 000+c(M1/M2-1.000)           (D.1)
Ω的数值见表 D。 1。

表 D。 1 连续辐射时拟合系数 Ω

(2)对于脉冲辐射,当正常极化电压取 V1时 ,则

ps=c0+c1(M1/M2)+Ω 2(M1/M2)2       (D。 2)

CO、 Ω1、 C2的数值见表 D。 2。

表 D,2 脉冲辐射时拟合系数 cO、 c1、 C2

V1/‰ 曰

1.75

2.00

2.25

2.50

3.00

3.75

5.00

0.490

0.340

0.253

0.193

0.127

0.077

0.043

V1/V2 Co Ω 1
@2

2.0

2.5

3.0

3.5

4.0

5.0

6.0

8∶ 0

10.0

2.337

1.474

1.198

1.080

1.022

0.9745

0.9584

0.9502

0.9516

—3.636

-1.587

-0.8753

-0.5421

-0.3632

-0.1875

-0.1075

—0.03732

-0.01041

2.299

1.114

0.6773

0.4627

0.3413

0.2135

0.1495

0.08750

0.0590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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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扫描脉冲辐射 ,当正常极化电压取 y1时 ,则
ˉ
夕s=cO十 Ω1(M1/M2)十 c2(M1/M2)2        (D。 3)

CO、 Ω1、 C2的数值见表 D。 3。

表 D。3 扫描脉冲辐射时拟合系数 c。 、c1、 C2    ˉ

y1/‰
@o ‘L1 @2

2.0

2.5

3.0

3.5

4.0

5.0

6.0

8.0

10.0

4.711

2.719

2.001

1.665

1.468

1.279

1。 177

1.089

1.052

-8.242

-3.977

—2.402

-1.647

-1.200

-0.7500

-0.5081

—0.2890

-0.1896

4。 533

2.261

1.404

0。 9841

0.7340

0.4741

0.3342

0.2020

0.1398

16



JJG1027-ˉ 2007

附录 E

端效应时间的测量

测量仪器安排如图 2所示。选择需要测量的辐射野,按 7.3.3.1选择测量条件。
ωCo辐射源出束 (Bearn orl),在 参考深度处,测得放射源到位后输出的有效测量点吸收

剂量率 D钔 ,如图1中的莎1莎2段剂量率,标准剂量计测量时间一般为 1min~2雨 n。
ω
 Co

辐射源关束 (Bearrl off)。 重复测量 5次取平均值 D钔 ,(单位:cGyl血n或 Gy/耐ωo

启动标准剂量计测量,然后
∞Co辐射源出束 ,ω ∞ 辐射源主计时器定时 T一般为

1血n~2min,固定不变。主计时器控制放射源关闭后,停止测量,得出整个辐照过程

输出的参考深度处有效测量点吸收剂量D讹 ,即图1中 莎0至 莎3的吸收剂量。重复测量 5

次取平均值D讹 。

则端效应时间Δ莎为

Δ莎=
DwO× T— Dw

×60 (E。 1)

D钔 × T

式中:T——计时器测量平均值。

△莎的单位为 s。 在不同辐射野下,端效应时间不同。影响开关射束速度的部件 (如

气动出束
60Co辐

射源的出束气压),以及源到位的重复性等均影响效应时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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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参考深度有效测量点吸收剂量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评定

依据参考深度等效测量点吸收剂量的计算公式 :

Dw(夕d)=MQ· ND,击 ·Sw,洫 。夕Q· 夕s· KTp        (F。 1)

可知,在参考深度处,等效测量点的吸收剂量测量不确定度主要由标准器 (剂量计、温

度计、气压计等)测量和
ωCo远距离治疗辐射源两部分引入的不确定度组成。

参照附隶B,有:     。
Dw(夕

eⅡ )=MQ。 Λ‰
·乃N卜r· Sw,赤 ·

夕Q· 夕 s· KTp       (F。 2)

式中:‰——电离室剂量计的校准因子,可以是 凡 或蝇 ;

Ⅱ 屁舰
——电离室的剂量计的尼№或屁№;

Κ助
——空气密度修正因子。对于非密封电离室测量,则

K助 = ⒛3.2 ·骂严        ⑴·D
式中,T、 夕分别为检定时的水温 (单位 :℃ )和气压 (单位:kPO。

据规程和TRSz刀 (199s年版)报告可知,式 (F。 1)用于任何深度的吸收剂量计

算,都有较好的准确度。取屁劝=尼 llN· Sw,茁 r· 夕Q· 夕s,则 由式 (F,2)知 各深度处的吸收

剂量 Dw为

Dw=‰ ·‰ ·尼妒·KTp             (F。 4)

电离室剂量计的测量值:         ∶   ·

MQ=M(1一
叩L)(1一 仆 × 1一

叩F× 1-%)     (F。 5)

式中:M——电离室剂量计读数值 ;

⒎
——电离室漏电效应引人的相对误差 ;

仆
——电离室剂量计读数分辨力引人的相对误差 ;

%—
—放射源到位重复性引人的相对误差,电离室位置引入的误差忽略 (因 一

般 SSD≥TScm);

Ⅱ
——辐射野大小不一致引人的相对的误差。

电离室剂量计的校准因子 NM可表示为

NM=N标 ·(1ˉ %)                   (F。 6)

式中:N标~~剂量计检定证书给出值 ;

%—
—剂量计的稳定性引人的相对偏差♂

吸收剂量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分量表见表 F。 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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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 1 参考深度等效测量点吸收剂量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分量表

来  源 类型 分布 数值 ‰
自由度

VJ

备  注

标准

剂量计

剂量计读数 M A 涕污 (取 0.2%) 4
σ为单次测量

标准偏差

剂量计校准因子 N标 B 正态 1.0% 50

剂量计稳定性 吼 B 均匀 1.0%″t=0.58% 50 忽略漏电影响

温度 T、 气压 p B 正态 0。 1% 50

各种修正系数‰ B 均匀 0.8% 50
依据资料的估

计值

∞Co

辐射源

源到位重复性 ‰ A 莎 1.0%/√π =0.32% 9

辐射野误差 伽 B 正态 0。 30% 50 经验数据

以上分析的各分量相互独立,互不相关,则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仍σ为各分量平方和

的开方,即

“cr=√ o。 22%2+1。 0%2+0.58%2十 0.1%2+0.8%2+0.32%2+0.30%2 =1。 52%

有效自由度为

仍 cr =419Veff = 4

∑哿
取 veff=100°

取置信概率 夕=gs%, 包含因子 屁=2,得到扩展不确定度为

U95rel=屁 ·%cr=2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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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G。 1 检定条件

G。 1.1 本次检定为___检定。(说明是首次检定、后续检定,还是使用中检验 )

G。 1.2 检定时环境温度为___℃ ,气压为___kPa,相对湿度为____%。
G。 1,3 检定所用的剂量计型号为      ,编 号为~ェ____;所 用剂量扫描

分析系统型号为      ,编 号为      。

G。 2 检定结果

G。 2.1 准直器旋转中心

G。 2,2 等中心

G。 2.3 灯光野与照射野的重合性

G。 2,4 半影区宽度

G。 2.5 辐射野均整度

G。 2.6 辐射野对称性

G。 2.7 剂量控制系统

G,2.7.1 输出剂量的重复性

G。 2.7.2 输出剂量的线性

G。 2.8 治疗计划的吸收剂量偏差

G。 3 参考深度有效测量点吸收剂量的测量不确定度为 Ur=____%(屁 =2)。

G,4 其他说明

G。 4。 1 正常情况下,医用
ωCo远距离治疗辐射源的检定周期为 1年。

G。 4.2 更换辐射源以及影响射线束或吸收剂量的部件经修理,在使用之前,必须重新

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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