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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ＢＥＴＲＯＮ放疗手术中安全管理
于秀荣宋烽董薪
【摘要】

目的总结ＭＯＢＥＴＲＯＮ在手术中放射治疗的安全管理，提高肿瘤治疗效果。方法对４ｌ

例手术完成放射治疗照射环节的安全管理，强调在手术野装置照射物品摆放时的注意事项、铺无菌手术
单管理，减少放射治疗污染手术野的安全管理。结果４ｌ例ＭＯＢＥＴＲＯＮ放射治疗手术后无一例发生伤
口感染。结论针对性护理措施能保障放射治疗的安全。

【关键词】ＭＯＢＥＴＲＯＮ放疗；术中；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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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ＩＮＴＲＡＯＰ公司研制、生产的ＭＯＢＥＴＲＯＮ移动式电

部位选择大小不同、斜面角度、平面的圆形形状限光筒，将其

子束放疗系统具有自我防护、可移动的术中放疗（ＩＯＥＲＴ）的

直接插入手术切口内接触瘤区，防止射线漏出及正常组织滑

专用直线加速器，杂散射线防护流程设计，ＩＯＥＲＴ准确定位和

入用铅块保护无法移动的组织；限光筒可照射肿瘤切除后瘤
床，也可照射未切除的病灶；配合医生安装限光筒，收好手术

准确计量，避免伤害正常组织的要求，能量输出可调４档
ｍｉｎ，

台上的所有物品，按术者的要求选择合适的限光筒、相应的

照射时间仅为ｌ一２ ｍｉｎ，在手术直视下，放射线直接对准肿瘤

（４，６，９，１２ ＭｅＶ），最大深度４ ｃｍ，整个治疗时间持续９１２０

卡拖，安装放疗杆、卡托、反光镜；放疗前清点台上物品，清点

部位、单次大剂量相当于分次外照射剂量生物效应的２．５倍，

完毕用中单将器械车盖好防止污染；放射治疗时所有人员至

切除肿瘤后的残端和残存肿瘤灶与周围淋巴引流区域，准确

放射治疗间，全部操作时间约２０ ｍｉｎ，照射治疗完毕，手术人

放置经过测定并精确计算照射剂量的限光筒，保护限光筒周

员更换手术衣和手套，手术切口重新铺置无菌巾，取出限光

围正常组织不受照射；是涉及多学科的综合治疗，属多学科综

筒和铅块，清点数目后关闭手术切口。

合性临床治疗，由放疗科、手术科室、麻醉科及手术室人员共

二、结果

同完成；采用单次大剂量直射，并且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肿瘤附

４１例手术后无一例术后感染，伤口愈合好，顺利出院。

近的正常器官和组织。ＭＯＢＥｌＲＯＮ放疗手术的目的是在手

讨论术中放射治疗是术中在直视下将放射源直接对

术切除原发病灶的同时，采用放射线杀死残存癌。本文对

准肿瘤区，在不损伤正常组织的情况下，给靶区以高剂鼍均

４ｌ例ＭＯＢＥＴＲＯＮ放疗手术进行总结，探讨术中无菌环境的管

匀的照射，进而控制局部肿瘤的发展，提高患者生存率的综

理，减少术中放疗操作对手术切口环境的影响。

合性治疗手段，其在临床应用中需要多科室的密切配合，而

一、资料与方法

护理方面的配合在该项治疗的全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

１．一般资料：２００８年９月至２００９年６月在我院外科楼

位¨“，患者头面部和胸腹部尽量置于摄像机监视范围内，以

手术室进行ＯＢＥＴＲＯＮ放疗手术４ｌ例，４１例患者男性９例，

便照射时通过遥控摄像系统严密监测血压、心电图、脉搏、氧

女性３２例，年龄２８—７８岁，平均４８．０２岁；手术放疗部位包

饱和度和各参数，生命体征，发现异常情况立即停止照射，及

括乳腺２４例、直肠４例、腹部７例、肩背部１例、颌颈部５例。

时进行处理；注意保护患者安全，注意观察患者的输液管道

２．放疗物品：治疗限光筒、放疗杆、保护射线阻挡器的保
护罩、卡拖、保护ＭＯＢＥＴＲＯＮ的塑料罩、改锥、钥匙、铅块等。

有无牵拉、通过视窗观察滴速，保持静脉通畅。
移动式电子束放疗ＭＯＢＥＴＲＯＮ可全方位移动、具有自

３．方法：手术前检查放疗手术器械；进行放疗时器械护

我防护功能的电子柬直线加速器，专利性软到位限光筒对准

士应将托盘上的器械物品移至器械车上，根据肿瘤的形状、

技术，保证机器治疗头精确对准照射部位，操作控制符合ＩＥＣ
标准，垂直正对治疗头永久性安置射线屏蔽物用来衰减韧致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２９０７．２０１０．２３．０１５

辐射，防护区以外１ ｍ的射线剂量少于１×１０一Ｓｖ，符合国际

作者单位：１００８５３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麻醉手术中心

国内射线防护标准。对放疗物品的保护射线阻挡器的保护

通讯作者：于秀荣。Ｅｍａｉｌ：７５９８５７９６７＠ｑｑ．啪

罩的光亮面减少划痕、损坏，影响放射治疗效果，组织、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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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铅块等效组织填充物进行安全保护。重视安全管理，自

单次大剂量照射超过了细胞存活曲线的“肩剂量”，不利

觉执行安全操作规程，人员防护、保护环境，严格执行中华人

于肿瘤细胞的修复，较同等剂量分次外放射相比，具有更高

民共和国《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和＜放

的生物效应。术中放射治疗是利用手术拨开正常组织和器

射工作人员健康标准＞（ＧＢ １６３８７－１９９６），在门外醒目位置放

官，对肿瘤进行单次大剂量冲击性放射杀伤。为了提高局部

置警告标识；工作人员进入安全屏蔽间，并进行相关知识培

肿瘤的杀伤程度，提高局部控制率及治愈率。为了避免皮肤

训，有条件的进行个人剂量监测。

受到过量的放射剂量照射而造成的损伤。放疗手术可以精

术中放疗的患者本身存在着免疫功能低下及易感倾

确控制放射治疗的区域及剂量，最大程度的杀灭肿瘤细胞，

向，而实际参加手术的人员又比较多，术中患者需在伤口敞

减少术后复发；有效的保护了照射野周围的健康组织及器

开的情况下搬动及照射，所以对无菌操作的要求就更高。

官，全身副作用轻。

医护人员应牢固树立无菌操作观念，自觉遵守无菌操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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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家庭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出院后
康复的影响
黄蔚陈艳碧
【摘要】

罗勤艳

目的探讨社区家庭康复护理干预对脑卒中患者出院后康复的效果。方法我科护士主

动对出院的５３例患者进行６个月的社区家庭康复护理干预。并采用随机方法设立干预组５３例和对照
组４７例，观察两组干预前后的情况。结果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采用现有量表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评分，抑

郁程度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ＨＡＭＤ）评分，干预６个月后干预组两者评分均优于对照组（Ｐ＜ｏ．０５）。
结论社区家庭康复护理干预能有效提高脑卒中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减轻抑郁程度。

【关键词】社区家庭；康复护理；脑卒中；康复效果
脑卒中又称中风或脑血管意外，是一组以急性起病、迅速

内脑卒中抑郁障碍（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ＳＤ）患者５３例。

出现局限性或弥散性脑功能缺失征象的脑血管性临床事

入组标准：（１）均符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疾病会议通过的诊断

件¨Ｊ。脑卒中是当前严重影响我国中老年人健康与生命的主

标准怛Ｊ，并经ＣＴ或ＭＲＩ检查确诊为脑卒中；（２）有肢体功能

要疾病，其发病率、死亡率、致残率及复发率高。除急性期住

障碍；（３）有抑郁症状；（４）年龄４０一∞岁；（５）６个月≤病

院治疗外，家庭及社区则是康复期患者康复的主要场所。大

程≤２年。排除标准：（１）有严重心肝肾脏器疾病；（２）有严重

多情况下患者出院后直接与医生联系并门诊随访。为了保证

认知障碍；（３）既往有精神病史、痴呆病史者；（４）聋哑人。采

患者在家庭和社区中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护理指导和健康

用随机的方法纳入干预组和对照组，将干预组５３例ＰＳＤ患者

教育，同时也使我院护理服务质量得到延伸，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与非ＰＳＤ患者４７例进行对照研究。干预组男３ｌ例，女２２例；

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期间，我科护士主动对出院的５３例患者进行

年龄４５～７９岁，平均∞岁；脑梗死４７例，脑出血６例。对照

６个月的社区家庭康复护理，取得了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组男３２例，女１５例；年龄４２－７８岁，平均凹岁；脑梗死４２例，

一、资料与方法

脑出血５例。两组年龄、性别、脑卒中类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一）临床资料：选择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我社区

学意义（Ｐ＞Ｏ．０５）。具有可比性。
（－－）方法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ａｎ．１６７４－２９０７．２０１０．２３．０１６

１．制订家庭康复干预时间：由管床医生及护士组成访视

作者单位：５４２５００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县人民医院内儿科

小组，对干预组患者于出院后１、２、４、６、８周后每月１次至

通讯作者：黄蔚，Ｅｍａｉｌ：ｈｗ６３０４１６＠１６３．ｔｏｍ

６个月进行定期预约主动上门服务及家庭现场康复护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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