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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60Co    γ 刀治疗源是 γ 刀治疗设备的核心部件，具有活性区小，比

活度高，半影区小，聚焦成形好，使用周期长等特点。介绍了自产
60Co γ 刀治疗源的研制过程，叙述了 60Co γ 刀治疗源的性能、技术

指标、安全性能和结构，以及研制过程中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
60Co γ 刀治疗源采用高比活度放射性钴粒，分装焊封在双层不锈钢

包壳内，经安全性能、表面污染与泄漏等质量检验，符合 GB 4075
和 GB 407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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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60Co γ  γ  γ  γ Knife Therapy Sources
(In Chinese)

WU Rihua   LI Xingyi   WU Guihua   XIA Bing
ZHANG Jirong   CHEN Tieguang

(Nuclear Power Institute of China, Chengdu, 610005)

ABSTRACT
        60Co γ gamma knife source is a kernel unit of γ knife therapy equipment. It has

small active core, high specific actvity, narrow half dark area, best focus form, long

use period. The research of 60Co γ knife sources are presented. Specifications of

γ knife sources, technical parameters, safety performance, structure feature,

procedure and quality control during research are discussed. 60Co γ source consists of

high specific activity cobalt pellets and double stainless steel sealed by argon arc

welding. Its safety performance, surface contamination and leakage testing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GB 4075 and GB 4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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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第一台 60Co γ 手术刀治疗设备于 1968 年诞生于瑞典，1987 年美国匹兹堡的某医院将
60Co γ 刀技术成功地应用于脑外科临床手术。其后短短几年时间内，60Co γ 刀技术得到快

速的发展。近几年，随着高科技技术在世界上的飞速发展，60Co γ 刀技术也日趋完善、更

加先进，在只能对颅脑外科进行 60Co γ 刀治疗的基础之上，又开发研制出了全身 60Co γ 
刀治疗设备。

头部 60Co γ 刀治疗设备用于脑血管畸形，各种颅内肿瘤，三叉神经痛等二十多种脑

部疾病的放射治疗，全身 60Co γ 刀治疗设备则可对病患者全身任何一个部位的病变组织

进行放射治疗。该种治疗方法具有不手术、不流血、无痛苦、对健康组织损伤小等特点。

目前，60Co γ 刀技术已成为世界上对肿瘤疾病治疗效果最好的放射治疗方法之一。

我国近年开发研制并生产了三种 60Co γ 刀的先进机型。其中，这三种机型的核心部

件——γ 刀源的配套研制工作由我院承担。本文对 60Co γ 刀治疗源的研制进行了简单的介

绍。

1 γ 刀治疗设备的工作原理

以头部 60Co γ 刀治疗设备为例，该设备由放射单元、准直盔系统、治疗床、立体定位

系统、辅助系统等组成。其中，放射单元包括中央体、予准直系统、射线防护系统、60Co γ 
刀治疗源等。

治疗床由工作台架和可滑移的床面组成，床面里装有准直盔的固定架，将所需规格的

准直盔固定在固定架上，病人躺在治疗床面上，其头部通过立体定位仪与准直盔相连，

并正确定位。操作控制盘，使 60Co γ 刀治疗设备内部防护门打开，治疗床面将病人头部、

准直盔送到预定部位——中央体内。若干个 60Co γ 刀治疗源装在半球形的中央体上，每

个源对应一个予准直管，中央体上的予准直管与准直盔上准直管一一对应，最终使源的γ 
射线束通过中央体的予准直管经准直盔上的准直管精确地汇集于焦点（即中央体、准直

盔的几何球心），使肿瘤病灶区刚好位于γ 光束焦点处，进行集中照射。γ 刀设备提供了

多个准直盔，每个准直盔上准直管的直径是相同的，不同盔上的准直管的直径是不相同

的。焦点处的几何形体（本影）为一“柿子”形的准球体，称为一个“shot”，为了治疗

不同形状、大小的肿瘤，可以用大小不等的“shot”，配以不同的照射时间，形成预期的

治疗剂量。或者把几个“shot”形成的等剂量形体叠加起来，组合成一个复杂的等剂量包

络体，以便更好的包容病灶。

γ 刀治疗设备的工作原理是将多束γ 射线通过几何聚焦，形成焦点，该焦点处即为高

剂量治疗区。利用专用的定位支架，把病人的病变组织定位于该治疗区内。这时病灶处

的剂量率可高达 4.50 Gy/min，足以在短时间里杀死这些病变组织，而在靶区以外的正常

组织，由于γ 射线没有汇交，剂量率很低，只有 0.1～0.2 Gy/min 左右，对正常组织几乎

没有影响。这样就达到既能对肿瘤实施有效的放射治疗，又保护了病灶周围的其它正常

组织的目的。



4

2  60Co γ    刀治疗源的特点

(1) 60Co γ 刀治疗源是γ 刀治疗设备的核心部件，通常是数十或数百个源同时使用，

总活度达数千居里∗。

(2) 60Co γ 刀治疗源的体积小，为了在治疗中短时间内达到预期的治疗剂量，活性材

料具有高的比活度。

(3) 源的体积小、活度高、半影区小，因此源在使用中聚焦成形好。

(4) 源需在通道中进出，因此在使用周期内不得发生卡住和焊缝泄漏等医疗或放射性

事故，源具有高的安全性能。

(5) 源的使用周期长。

(6) 产品源通过屏蔽铅罐运输，用专用的装载机将源迅速、安全地安装在γ 刀治疗设

备的放射单元的中央体内。

3    60Co γ    刀治疗源的研制

3. 1  60Co    γγγγ 刀治疗源研制的标准
 60Co γ 刀治疗源由于是第一次研制，国家没有相应的产品标准。60Co γ 刀治疗源属密

封源范畴。根据其使用的特点和要求，该源的研制在参照医疗源的基础上，制定出高于

医疗源的研制标准。据此制订了我院 Q/AU J.02.39—1995《60Co γ 刀治疗源》企业标准，

作为 60Co γ 刀治疗源研制和质量控制的依据。

3. 2  研制源的技术要求

(1) 原材料

源包壳材料：采用牌号为 1Crl8Ni9Ti 优质奥氏体不锈钢。

源芯材料：采用高比活度放射性钴粒，钴粒尺寸为Φ1 mm×1 mm，核纯度大于 99%。

    (2) 焊接密封

源的内外包壳采用氩弧焊焊接密封，焊接后源的外径不得大于源的名义外径

0.12 mm，源的实际高度不得大于源的名义高度 0.1 mm，焊口熔深不得小于 0.5 mm。

   （3）安全性能

    源的安全性能等级不应低于 GB 4075/C63535 (A 型) 或 GB 4075/E63535（B 型）。

   （4）泄漏和表面污染

源的泄漏和表面放射性污染，应符合 GB 4076 的规定。

   （5）放射性活度的不确定度

源的活度用空气比释动能率和装填活度表示。

空气比释动能率的不确定度好于±5%，装填活度的不确定度好于±10%。

   （6）γ 放射性杂质

    源的γ 放射性杂质，在出厂时不得大于源的总γ 放射性的 1%。

   （7）安全使用寿命

                                                       
∗ 1 Ci = 3.7×1010 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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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的使用环境和使用条件下，源的安全使用寿命不少于 15 a。
3. 3  研制源的型号及代号

源的规格和型号分别按源芯尺寸和源的用途划分。源的主要规格型号见表 1：
表 1  源的主要规格型号及代号

序

号

型

号

外形尺寸

Φ×H

mm

源芯尺寸

Φ×H

mm

装填活度

Bq（Ci）

空气比释动能率

×10-4 Gy·s-1
代 号

1 A 17×47 3.3×26
（7.4～11.1）×1012

(200～300)

2.47

～3.71
COKS—A3326

2 A 12×36.5 2.6×30
(5.55～9.25)×1012

(150～250)

1.85

～3.09
COKS—A2630

3 B 15×40 5×29
(9.25～14.8) ×1012

(250～400)

3.09

～4.94
COKS—B5029

4 B 15×40 4×29
(9.25～14.8) ×1012

(250～400)

3.094

～4.94
COKS—B4029

注：A 型为头部γ 刀治疗源；B 型为全身γ 刀治疗源。

3. 4  源的结构研究
60Co γ 刀治疗源由源芯和包壳两个部分组成。

源芯部分的活性材料为Φ 1+0.1 mm×1+0.15 mm 的放射性金属钴粒。源的包壳采用双层

奥氏体不锈钢（1Cr18Ni9Ti），内外包壳壁厚为 0.8～1 mm。γ 刀用 60Co 放射源的制作是

将规定活度的放射性金属钴粒装入内包壳后振实，然后加垫块使活性材料在内包壳中不

松动，加盖后用自动氩弧焊焊接密封，再将焊接合格的内包壳装进外包壳中，加盖后用

自动氩弧焊焊接密封。

4  60Co γ 刀治疗源的制作

4. 1  60Co γγγγ 刀治疗源制作的工艺流程
60Co γ 刀治疗源的生产及检验工艺流程方框图如下：

生产准备→源在热室内分装→源内包壳焊封→源外包壳焊封→用真空鼓泡法粗检

→源的活度测量→源的外形检验→源清洗去污→源污染与泄漏细检→源的出厂检验→

源的验收

4. 2  60Co γ γ γ γ 刀治疗源的制作

   （1）生产准备

根据工艺要求，准备好制源所需包壳、焊接冷却套及其它用品，调整好各项设备，

使其处于最佳状态。

   （2）源的分装

将符合制源要求的放射性金属钴粒在专用热室内从容器中取出，混合均匀后用专用

分装装置定量装入内包壳中，在振荡器中振实，加入垫片，盖好盖子，转运至焊接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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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焊。

   （3）源的焊封

采用自动氩弧焊焊接密封。通过条件实验确定焊接电流、焊接距离、氩气流量、焊

接时间、转台转速等焊接参数。要求焊缝光滑平整，熔深大于 0.5 mm，绝对不能泄漏。

依次进行内外包壳的焊接密封。

5  源的质量检验

5. 1  源的活度测量

源的放射性活度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方法测量：用电离室测出源在一定距离处（一般

为 1 m）的照射量率，然后推算出源的等效活度和实际活度。为使测量值准确可靠，在专

门的测量间进行测量。

测量仪表为 FARMER2570+2571，测量标准参照 Q/AU J.02.39 中有关条款进行。将

测量值进行修正（气压、温度、散射、源架等修正）之后，给出源的准确的空气比释动

能率的值，并按下式计算源的等效活度：

Γ
κ 2rCA ⋅=

∗

式中：A——放射源的等效活度，Bq；
C——修正系数；

∗κ ——距源 1 m 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Gy/s；
r——源的活性中心到电离室中心的距离，m；

     Γ ——钴 60 的空气比释动能率常数，为 8.56×10—17 Gy·m2·s-1·Bq-1。

源的实际装填活度，是根据源的等效活度，经过源的自吸收等校正后给出的。由于

源的自吸收损失，源的等效活度大于实际装填活度。关系如下：

A0=（1.13～1.15）A
式中：A0——源的实际装填活度；

      A——源的等效活度。

    对每个源都进行了径向和轴向两个方向的测量。

5. 2  泄漏粗检

按 GB 4075 附录 E 规定的真空鼓泡法进行检验。此项检验应在源的清洗去污之前进

行。

5. 3  源的污染与泄漏细检

按 GB 4075（或 GB 15849）和 GB 4076 规定的浸泡法检验源的表面污染与泄漏。

   （1）将清洗完毕的源放入盛有浸泡液的样品杯中浸泡，一个样品杯浸泡一个源。

   （2）浸泡一定时间后从浸泡液中取出放射源，测量浸泡液的放射性活度。

   （3）若浸泡液放射性活度小于 185 Bq，则判该源表面污染和泄漏合格。

5. 4  源的清洗去污

按 GB 15849 的规定，源的表面总污染不能大于 185 Bq，为此，必须对源进行充分的

清洗去污处理。源的清洗去污采用氧化脱膜法，按规程进行反复清洗，直至合格，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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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清水漂洗干净。

5. 5  源的安全性能检验

按照国家标准 GB 4075 的规定，各类密封源都要进行温度、压力、冲击、振动、穿

刺等五项安全性能检验。为保证 60Co γ 刀治疗源的使用安全，采用了高于 GB 4075 规定

的标准的安全性能等级，即分别为 C63535 和 E63535。该项检验用原型源进行。检验方

法按 GB 4075 规定进行。经严格检验，头部和全身治疗用γ 刀源的安全性能分别达到了

C63535/GB 4075 和 E63535/GB 4075 等级。

5. 6  焊好后的源的外形尺寸检验

为保证成品源能与治疗设施匹配，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对源的外形尺寸必须有严

格的控制。故进行该项检验。

   （1）源的外径检验

制作内径大于成品源名义外径 0.12 mm，长度不小于源长度 1.5 倍的专用不锈钢管规，

管规经计量站检验合格。用该管规对焊接合格的源的外径逐一进行检查，能顺利通过者

为合格。

   （2）源的总高度检验

制作一个长度比源名义高度长 0.1 mm 的专用不锈钢卡规测量源的高度，卡规必经计

量站检验合格。用该卡规对焊接合格的源的高度逐一进行检查，能顺利通过者为合格。

6  结  论

60Co γ 刀治疗源采用国内外有关标准，工艺先进，质量可靠，使用安全。第一套头部

γ 刀治疗源于 1996 年 1 月发出，第二套全身γ 刀治疗源于 1997 年 8 月发出，第三套头部

光子刀治疗源于 1998 年 7 月发出。这三套源均已投入使用，用户反映良好。60Co γ 刀治

疗源的研制成功，使我国的γ 刀技术全部实现了国产化。

   （1）源的结构
60Co γ 刀治疗源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源结构，活性材料为Φ 1 mm×1 mm 的钴粒，具

有分装灵活，易于定量的优点。包壳采用双层奥氏体不锈钢材料，自动氩弧焊接密封，

安全可靠。

   （2）源的生产工艺

源的生产工艺，严格按 GB 7465 的规定执行，达到了国内外标准规定的要求。

   （3）源的安全性能

源的安全性能达到了 GB 4075/E63535 和 GB 4075/A63535 等级，属国际先进水平。

   （4）源的泄漏

采用真空法和浸泡法检验合格，符合 GB 15849 的有关规定。

   （5）源的表面污染

采用浸泡法检验，源的表面放射性污染低于 185 Bq，符合 GB4076 的规定。

   （6）源的活度测量精度

源用电离室—伦琴计测量。空气比释动能率的总不确定度小于±5%。实际装填活度

的总不确定度小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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