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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健康

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早期诊断和治疗
核技术的作用
概述
1. 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中低收入国家日益增加的
负担，占这些国家所有过早死亡的80%以上。
2. 非传染性疾病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神经
系统疾病等。
3. 急性和慢性营养不足、超重和肥胖等形式营
养不良的双重负担是造成非传染性疾病的危
险因素。
4. 原子能机构的支持和服务侧重于预防、监
测、诊断和治疗非传染性疾病的核应用。

导言

放射治疗机发出辐射束对患者进行癌症治疗。
（图/原子能机构D. Calma）
疾病（390万）和糖尿病（160万）。世卫组织预测，
非传染性疾病负担在未来十年间还将增加17%，主

对人类健康的挑战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发展

要是在中低收入国家。阿尔茨海默病是痴呆症最常

中国家。最严重的问题包括非传染性疾病，如癌症

见的形式，也是全球关注的另一种疾病。它导致记

和心血管疾病。急性和慢性营养不良，特别是在生

忆、思维和行为方面的问题。全世界有3560万人罹

命早期，超重和肥胖以及饮食中必需维生素和矿物

患痴呆症，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翻一番，到

质的缺乏是导致糖尿病、心脏病和一些癌症等非传

2050年将增至三倍。

染性疾病的重要原因。这些疾病影响了许多人，夺

原子能机构在应对这些全球健康挑战方面发挥

去了许多生命。导致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因素包括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核技术在预防、诊断和治疗

吸烟和饮酒、缺乏运动和不健康饮食。

方面十分重要。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的数据，非传
染性疾病每年造成4000多万人死亡，占全球全部死

各种挑战简介

亡人数的70%：心血管疾病占这些死亡人数的比例

心血管疾病

最大（1770万），其次是癌症（880万）、呼吸系统

心血管疾病仍然是全球头号杀手。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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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脏和血管失调，包括心脏病、脑血管病和其他

策方面都具有战略优势，能使患者得到早期诊断、

疾病。75%以上的心血管疾病死亡发生在中低收入

对症治疗和进行治疗随访。这些技术包括单光子发

国家，80%的心血管疾病死亡是由心脏病发作和中

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风引起的，而心脏病发作和中风通过其风险因素控

（PET）和计算机断层扫描（CT），以及非核技术，

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防的。获得基本药物和及

如磁共振（MR）和超声心动图。所有这些技术都为

早发现是预防和减少这种疾病流行的关键。

了解患者的病理提供极好的机会，有利于量身定制

癌症

的临床管理。每种成像方式都有其优点和局限性，

预计到2030年癌症发病率将上升50%。癌症是

这需要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医护专业人员正确理解。

全世界第二大死因。三分之一以上的癌症是可以

心肌灌注通过注射一种跟踪心肌供血情况的

预防的，其中一些最常见的癌症，包括宫颈癌、乳

放射性示踪剂进行研究工作。放射性示踪剂发出少

腺癌、头颈癌和结直肠癌，如果及早发现并适当治

量辐射，利用一台灵敏照相机获取这些辐射并处理

疗，是可以治愈的。全球面临的挑战是支持许多发

成图像。这些图像可揭示心肌供血（或灌注）的好

展中国家满足对诊断与治愈性和保守性治疗癌症的

坏。

需求。
作为非传染性疾病可预防驱动因素的营养不良
和肥胖

癌症
癌症患者的治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疾病诊断
时所处的阶段，早期检测仍然是关键。在医学成像

营养不良的影响加重了保健系统的负担。急性

中，癌症检测和分期中最常用的技术是X射线或放射

和慢性营养不良（特别是出生后的1000天内）以及

性同位素研究。这些技术包括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

超重和肥胖是导致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和一些

层扫描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在早期筛查、准确

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的显著原因。全球有10多亿成

诊断、疾病定位/转移、选择合适的治疗和随访中发

年人超重，面临严重的饮食相关健康问题，而另一

挥着重要作用。

方面，营养不足和饥饿仍然存在。营养不足是造成

放射治疗，又称辐射治疗，是利用电离辐射治

约一半儿童死亡的重要因素，具体来说每年约有300

疗癌症。最常见的技术是体外放射治疗，这种疗法

万幼儿死于营养不足。

利用医疗设备（通常是直线加速器或钴装置）产生
电离辐射射线，从体外瞄准肿瘤进行照射治疗。近

核技术如何提供帮助
心血管疾病

距离放射疗法是内照射的一种形式，是将放射源放
置在身体内，靠近肿瘤或就在肿瘤处进行治疗。

核心脏病学中的医学成像在对心血管疾病患者

现代放射疗法可以对准肿瘤给予精确剂量，并

的适当治疗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在诊断和治疗决

避免照射其周围的重要部位，使患者有机会在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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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患者进行心脏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显示心脏的短轴（上排）和长轴（下排），在所进行的应力检
测中未发现可检测到的异常。（图/原子能机构F. Giammarile）

到副作用影响的情况下进行康复。
营养不良

核医学的其他好处
核技术也有助于评价其他疾病，包括新生儿膀

为了制定有效的营养计划以预防非传染性疾

胱和肾脏的先天性泌尿系统异常、退化性疾病的中

病，需要有关营养状况、饮食质量和相关干预措施

枢神经系统功能评定，以及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变得

影响的准确数据。准确的核技术已被用于制订和评

更加频繁的检查。例如，在阿尔茨海默病中，先进

价干预措施，以解决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问题，特

的分子脑成像、使用放射性药物氟脱氧葡萄糖标记

别侧重于：婴幼儿喂养、母婴营养、饮食质量、非

的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脑成像和脑灌注单光子发射

传染性疾病预防和控制以及健康老龄化。这些技术

计算机断层扫描是诊断这种疾病以及其他形式痴呆

用来评估人体成分、骨密度、母乳喂养实践、每日

的重要工具。

总能量消耗、微量营养素生物利用率和维生素A状

质量管理：安全第一原则

况，所有这些都与预防非传染性疾病直接有关。例

原子能机构帮助成员国确保在治疗操作时保护

如，这些数据使各国能够实施以学校为基础的营养

患者和医务人员免受不必要的电离辐射照射，其中

计划，以降低肥胖率。营养不良也是影响非传染性

包括在治疗期间接受精确规定辐射剂量的患者。

疾病治疗结果和生存率的重要因素。因此，营养支

原子能机构/世卫组织设在奥地利塞伯斯多夫

持在改善接受非传染性疾病治疗患者的预后和生活

的二级标准剂量学实验室审核医院参考剂量测量的

质量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准确性，办法是为临床上用于校准放射治疗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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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仪提供国际可追溯性。邮政剂量学审计提供对

例如，在联合国于2011年9月通过关于非传染性

医院辐射剂量的额外独立检查，使医学物理师和

疾病的高级别政治宣言之后，原子能机构和几个联

临床医生确信其放射治疗设备是根据国际标准校准

合国机构密切合作，建立了一个非传染性疾病工作

的。

队以解决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问题。该政治宣
言的一个核心原则是，卫生部门自己是无法战胜非

原子能机构支持

传染性疾病的影响的；它需要与其他部门进行合作

原子能机构继续支持其成员国在核技术方面建

和战略协作才能有效地开展工作。

立可持续能力，以安全有效地提供更好的保健。支

另一项重要协作是联合国“全球宫颈癌预防和

持包括制定、采用和加强实践、技术咨询、培训、

控制联合计划”，有七个联合国机构通过联合初始工

协调研究项目、提供设备、技术出版物和公共信

作组访问进行合作，并支持制定应对宫颈癌挑战的

息。

联合工作计划，从人乳头瘤病毒的预防和疫苗接种
提供教育和培训已经帮助100多个中低收入国家

到诊断和治疗，包括放射治疗和保守治疗。

解决与非传染性疾病有关的问题，例如建立诊断和
放射治疗服务。此外，原子能机构还支持放射性同

成员国可受益于原子能机构援助的领域

位素和放射性药物的生产，它们是核医学必不可少

•

的组成部分。

建设提高服务质量的能力和开发利用核技术
预防、诊断和治疗患者的新疗法。

•

全球伙伴关系

改进核医学的质量保证计划，确保对非传染
性疾病的安全和精准治疗。

与利益相关方和合作伙伴的协作包括公私伙伴

•

因素。

关系和合作伙伴，包括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和数十个其他卫生机构、研究机构和捐赠者。这

设计循证计划，以减轻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

•

参与原子能机构支持的各种项目，从营养干

些伙伴关系为在健康领域建立可持续计划提供更多

预、癌症诊断和治疗到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疾

资源。

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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