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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分子機轉

 放射線的生物特色

 放射線用於腫瘤治療的原理：4R’s
 介紹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

教學大綱教學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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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學員認識放射線治療癌症的原理與機轉

 介紹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

教學目標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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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and after RTBefore and after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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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Biological Efficiency of X-Rays

A temperature rise of 0.00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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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放射線的生物效應並不是靠「能量」。



 Physical event：energy transfer

 Chemical event：DNA structure damage

 Biological event: protein synthesis disruption

放射線為何能夠殺死細胞？放射線為何能夠殺死細胞？
DNADNA是被攻擊的目標？是被攻擊的目標？

cell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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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線為何能夠殺死細胞？放射線為何能夠殺死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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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ffect

1/3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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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放射線之所以能殺死癌細

胞，乃是由於所釋出之能量破壞DNA

的結構，導致細胞無法正常代謝或分

裂而造成細胞死亡。

放射線為何能夠殺死細胞？放射線為何能夠殺死細胞？

9



Cell cycle and 
checkpoint 

狀態 階段 縮寫 描述
休息 期 G

對放射線敏感？ G2, M.
對放射線有抵抗性？ S後期(DNA合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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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 G0期 G0 細胞離開週期並停止分裂的階段。

間期

G1期 G1
G1期的細胞生⾧.
G1檢查點控制機制確保㇐切準備好進行DNA合成。

合成 S DNA複製發生在這個階段。

G2期 G2

在DNA合成和有絲分裂之間的差距期間，細胞將繼續增⾧。
G2檢查點控制機制確保㇐切準備好進入M（有絲分裂）階段並分
裂。

細胞分裂 有絲分裂 M
細胞生⾧停止在這個階段，細胞能量集中在有序地分裂成兩個子
細胞。有絲分裂中期的檢查點（Metaphase Checkpoint）確保細
胞可以完成細胞分裂。



Cell cycle and  check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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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細胞用來監測和調節細胞週期的進展。
•除了週期素(Cyclin)決定細胞何時進入下㇐個週期以外， Checkpoint則是扮演監督
的角色，只要細胞尚未做好預備複製分裂的話，檢查點就會活化，㇐方面停滯週期蛋
白的功能，另㇐方面則可以爭取更多準備的時間。

•2. Checkpoint功能發生異常，那細胞往往在M期時無法順利進行分裂過程而走向細
胞凋亡，只有極少數的細胞可以逃過這個劫難，最後演化成癌細胞。
•3. Checkpoint在腫瘤形成中的角色在腫瘤形成中的角色
細胞週期成分的失調可能導致腫瘤形成。如上所述，當細胞週期抑製因子，p53等突
變時，它們可能導致細胞失控增殖，形成腫瘤。



放射線何以能殺死癌細胞卻又不放射線何以能殺死癌細胞卻又不
傷害人體正常組織？傷害人體正常組織？

•生物層面：
分次照射與放射生物學的四個R分次照射與放射生物學的四個R

•物理層面：
新穎九把刀減少正常組織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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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次照射與放射生物學

1920年代用放射線幫公羊去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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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tribution(再分佈)-好
Reoxygenation(復氧)-好
Repair(修復)-好
Repopulation(增生)-壞

放射生物學的四個放射生物學的四個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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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生物學的四個放射生物學的四個RR

 Redistribution(再分佈)-好
由於 M phase的細胞對射線
較敏感，經一次照射後 M 
phase的細胞大都死亡，但phase的細胞大都死亡，但
是經過幾個小時之後，由於
細胞週期的作用，又有許多
細胞從放射線不敏感的S 
phase進入 M phase，使得
下一次照射時這些 M phase
細胞將被殲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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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survival curves for Chinese hamster 
cells at various stages of the cell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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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oxygenation-好
腫瘤中離微血管較遠處恆處於缺氧狀態，缺氧細
胞會變的十分地對放射線不敏感。因此當離血管
近、不缺氧的細胞遭射線殺死之後，由於競爭者
減少，原先缺氧者經幾小時後變的不缺氧而對放
射線敏感，因此在下一次照射時便會輕易被射線
殺死

放射生物學的四個放射生物學的四個RR

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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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Harold Gray

LH Gray as President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Radiology, 1950 

LH Gray as a Fellow of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1930 -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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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air-好
經射線照射後的細胞有些處在受傷狀態但未立
即死亡(即sublethal damage)，此時若未經
DNA的修復機轉將其傷害修復，則在下一次照
射時若再產生另一sublethal damage，則細胞
將死亡。癌細胞DNA修補功能較正常細胞差

放射生物學的四個放射生物學的四個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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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次照射劑量實驗證明的修復次致死傷害
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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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如果劑量是按兩個時間間隔分開的，則細胞存活率會增加。
B：隨著兩個劑量部分之間的時間間隔增加，分次劑量的細胞部分增加。
隨著時間間隔從0到12小時遞增，存活率的提高是由次致死性損傷的修
復引起的。



 Repopulation-壞
放射治療過程中細胞仍有持續分裂生殖的現像，
將對癌病治療有不利的影響。因此放療過程最好
不要超過6-8週的長度，否則會對治療有不利的影
響。

放射生物學的四個放射生物學的四個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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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ed repopulationAccelerated repopulation

◦Any cytotoxic treatments can 
trigger surviving cells in a 
tumor to divide faster than 
before

加速增生加速增生::任何癌症治療，包括放射治療在內，都能誘發腫任何癌症治療，包括放射治療在內，都能誘發腫
瘤內的存活細胞加速分裂生殖。瘤內的存活細胞加速分裂生殖。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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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線何以能殺死癌細胞卻又不傷害放射線何以能殺死癌細胞卻又不傷害
人體正常組織？人體正常組織？

 每次照射後些許差距，因分次照射逐漸
擴大正常組織與腫瘤間之存活差異。擴大正常組織與腫瘤間之存活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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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分次照射實驗
• 可能改善細胞存活率。
• 分次照射間隔時，細
胞進行修復。

• 分次照射需要2小時間
隔，才能獲得最大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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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

 每次照射量的多少

 放射線的種類

 放射線的能量 放射線的能量

 劑量率

 個別差異

 照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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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

 每次照射量的多少?
放射治療目前多採用分次照射法(fractionation)。
 每天給予一次100 cGy或一次200 cGy，縱使總劑量都是1000 
cGy，每次200的1000要比每次100的1000治療腫瘤效應來的大。cGy，每次200的1000要比每次100的1000治療腫瘤效應來的大。

 每天給予兩次100 cGy比每天給予一次200 cGy，縱使總劑量都
是1000 cGy，每次100的1000要比每次200的1000治療腫瘤效應來
的大。

放射線治療腫瘤效應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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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

放射線的種類
 Electromagnetic: gamma ray, x-ray

 Particulate: electron, proton,  
neutron, heavy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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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動物細胞暴露於X射
線和快中子的典型劑量-
存活曲線

Single doses
•At survival fraction of 0.01,
RBE is 1.5
•At survival fraction of 0.6,
RBE is 3.0

•Because the survival curves have 
different shapes, the RBE does 
not have a unique value but varies 
with dose. 

•Size of the dose ↓, RBE ↑

30

4 equal fractions
•At surviving fraction 0.01,    
RBE is 2.6

•Dose fraction ↑, RBE ↑

The survival curve is 
reexpressed after each dose 
fraction
The shoulder is larger for x-rays 
than for neutrons
Result in an enlarged RBE for 
fractionated treatment



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

 放射線的能量

 The greater the radiation energy, the better 
the skin sparing effect.

Co-60: more skin effect.
15 MV photons: barely any ski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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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

放射線的劑量率

 每分鐘能照射多少能量 每分鐘能照射多少能量
 在1-100 cGy/min的範圍內此效應明顯

33



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

 輻射致敏劑：可加強放射線效應。
 5-FU, cisplatin, gemzar.       
 BUDR, IUDR. BUDR, IU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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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

 輻射保護劑：
 如維它命C，為游離根清除
劑，可減低照射效應。劑，可減低照射效應。

 amifostine更可選擇性保護
正常細胞。

 陸續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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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

 個別差異

 蟑螂與老鼠 蟑螂與老鼠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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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mmalian   B: E. Coli    C: E. Coli B/r D:Yeasts   E: PhageStaph E     

F: B. megatherium G:Potato virus    H:Micrococcus radiodu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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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其他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素

 照射技巧

 減少正常組織的照射劑量 減少正常組織的照射劑量

 需多角度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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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空間順形放射治療三度空間順形放射治療
(Three-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otherapy)

強度調控放射治療強度調控放射治療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鋭速刀鋭速刀 (RapidArc) 

三度空間順形放射治療三度空間順形放射治療
(Three-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otherapy)

強度調控放射治療強度調控放射治療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鋭速刀鋭速刀 (RapidArc) 

現今台灣放射治療技術的進步

鋭速刀鋭速刀 (RapidArc) 
https://youtu.be/uhKA9RBDwAs

螺旋刀螺旋刀( Tomotherapy ) 
https://youtu.be/m46t834g_90

電腦刀電腦刀(Cyberknife)

質子治療質子治療https://youtu.be/FuD4z9H8Pcg

重粒子治療重粒子治療https://youtu.be/YrS3TIYsk7k

鋭速刀鋭速刀 (RapidArc) 
https://youtu.be/uhKA9RBDwAs

螺旋刀螺旋刀( Tomotherapy ) 
https://youtu.be/m46t834g_90

電腦刀電腦刀(Cyberknife)

質子治療質子治療https://youtu.be/FuD4z9H8Pcg

重粒子治療重粒子治療https://youtu.be/YrS3TIYsk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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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子之物理優勢質子之物理優勢 –– Bragg PeakBragg 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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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子之物理優勢質子之物理優勢 –– Bragg PeakBragg Peak

1 mm

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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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結論

放射線的生物效應機轉為能量傳遞
導致DNA的破壞。

放射線經由分次照射的三個R，產生
對癌細胞與正常細胞的差別效應。對癌細胞與正常細胞的差別效應。

有許多可影響放射線生物效應的因
素，基因為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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