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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醫用粒子高能加速器研討會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質子中心
建置經驗分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放射腫瘤部

蕭安成技術主任 202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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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

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

空拍影片_20210830-

2022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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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

質子醫學中心
Proton Therapy Center) (B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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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

中國醫藥大學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專案重大歷程

項次 日期 內容

1 2019/6/19 提出 Varian ProBeam 360 訂購單

2 2019/9/26~2019/12/19 議約

3 2019/12/19 簽約

4 2019/9/25~2020/10/15 建築設計圖完成(參考Varian BID 文件進行建築機電設計)

5 2020/1/15 原能會輻安報告開始撰寫

6 2020/6/16 輻安報告第一版送審

7 2020/9/23 動土

8 2020/10/23 Cyclotron 開始建造

9 2020/12/7 取得原能會設置許可函

10 2021/2/5 Varian QSD 送件

11 2021/10/28 Cyclotron 建造完成，開始測試

12 2021/11/26 質子區建築結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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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

中國醫藥大學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專案重大歷程

項次 日期 內容

15 2022/2/10 取得 QSD 核可

16 2022/3/8 Gantry 開始建造

17 2022/3/18 取得衛福部設置許可

18 2022/5/18 Gantry 建造完成，開始測試

19 2022/5/17 取得AEC進口許可函

20 2022/5/27 申請衛福部專案進口

21 2022/8/1 取得衛福部專案進口許可函

22 2022/10/15 Cyclotron and Gantry 開始船運

23 2022/10/31 預計取得建築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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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

空拍影片_20210830-

2022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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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

質子治療區域 3D BIM 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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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

Varian ProBeam 360® Proton Therap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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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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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

Varian ProBeam 360˚ (CMUH)

Beam energy range (MeV) 70-235

Max. beam current extracted from cyclotron 

(clinical mode)
800nA

rotational gantry 360°

Gantry diameter 8m

Type of delivery Optimized PBS, includes optional RapidScan™ technology

cyclotron Total weight (tons) 90t (Superconducting)

Software Differentiators
The only vendor to provide their own OIS (ARIA), provide a well-

integrated, secure, and safe solution.

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 Varian Eclipse 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 provide a well-integrated.

Record and verify
Treatment records are stored and managed in ARIA OIS, provide a well-

integrated.

FLASH Capable

Yes, FlashForward Consortium,  Varian's commitment and investment 

into flash research is ongoing and significant. Varian Begins First Human 

Trial of FLASH Therapy (2022)

Contract to Handover 3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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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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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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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



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設施簡介

• 設施包括

– 目標規格能量 250 MeV 超導迴旋加速器一部

– 旋轉治療室二間(先申請一間)。

• 相關設施包括

– 臨床醫療設施(包括診間、辦公室等)

– 加速器運轉週邊設施(包括冷卻水系統、空調排氣系統
、放射廢棄物暫存區及電源供應室等)

• 屬地下二樓、地上三樓之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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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子治療中心設施簡介 (B2F)

15

治療室2間

加速器
控制室

一般民眾可靠近區域
光子治療區

迴旋加速器室

治療控制室

治療
計劃
室

門診室



質子治療中心設施簡介 (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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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旋加速器射束傳輸室

沿迴旋加速器中心剖面圖



質子治療中心設施簡介 (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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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try
沿治療室等中心點(Isocenter)縱剖面圖



質子治療中心設施簡介 (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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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try Tx. room

沿射束線(Isocenter)橫剖面圖



能量選擇系統

瓦里安公司質子治療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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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導迴旋加速器

旋轉機架治療室

• 型號：Varian ProBeam 360

• 加速器：250 MeV質子迴旋加速器

• 治療室：治療室1,2為旋轉治療室(Gantry Room)



超導迴旋加速器 AC 250 ISC Cyclotron

• 加速粒子：質子

• 質子最大加速能量：250 MeV

• 汲取射束電流(Extraction Beam Current)：1 – 800 nA

• 汲取效率(Extraction efficiency)：80%

• 磁軛(Iron yoke)：
– 高度：1.65 公尺

– 外徑：3.2 公尺

– 高度：6.155公尺

(從射束平面到地面1.25 m)

• 總重量：90 公噸

20



射束傳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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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極磁鐵(Dipole)：6 座
，每座 8 公噸。

• 四極磁鐵(Quadruple)：
6 座，每座1.7 公噸。

• 總重量：58 公噸。

• 總尺寸：高1.5m，

寬 1 m，長 23 m。



旋轉機架系統 Gantry System

• 外部幾何結構：

– 直徑：8 公尺

– 高度：8.2 公尺

• 最大旋轉角度：± 190°

• 最大旋轉速度： 6°/s

• 總重量：70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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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嘴系統 Dynamic Peak Scanning Nozzle

• 治療方式：筆型掃描式射束 (Spot scanning)

• 最大照野尺寸：25 × 25 cm2。

• 最大射程(能量)：30 g/cm2 (218 MeV in water, without range shifter)

• 最小射程(能量)：4.2 g/cm2 (70 MeV in water, without range shifter)

• 最小可調整能階 (Minimum energy adjustment resolution)： 0.1 

MeV (70 ~ 218 MeV)

• 射程準確度(Range accuracy, 80% distal Bragg peak)： 0.05 g/cm2

• 遠端劑量衰減距離(Distal dose fall-off 80% ~ 20%)： 0.2 g/cm2，
針對單一能量射束在水中射程的 1.4% 做規範

• Switching time, spot to spot：≤ 0.25 ms, Room to room： ≤ 30 s

• Line switching time ：≤ 1 ms, Layer switching time：≤ 0.9 s

• Position deviation： ≤ 0.05 mm (with respect to central beam, 1)

• Resolution/Accuracy of the MSIC (Ion Chambers) in X&Y direction

：X = 0.1 mm, Y = 0.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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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保護



噴嘴系統 Dynamic Peak Scanning Nozzle

• Spot size in air at isocenter (1σ) at 218, 69 MeV：4 mm, 6 mm

• Spot eccentricity ：≤ 10%

• Spot position accuracy ：≤ 0.3 mm (1σ)

• Max. deviation of central beam from isocenter (radius) ：

≤ 1.5 mm and 1σ ≤ 0.3 mm

• Internal MU measurement resolution ：0.01 MU

• Single spot 射束側向半影(Lateral penumbra)：≤ 1.13 σ

• 劑量均勻度(Dose homogeneity)： ≤ ± 2.5 %

• 劑量準確度(Dose precision)： ≤ ± 2.0 % or ± 1 cGy

• Gamma criterion：≤ 3 mm / 3%

• Maximum Dose rate at isocenter ：  2 Gy/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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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子治療中心輻射安全規劃

1. 引用法規及相關標準

2. 國際醫療教研服務中心輻射作業場所規劃說明

3. 屏蔽計算與穿牆管道洩漏分析

4. 放射性活化評估與廢棄物處理規劃

5. 工作人員劑量評估

6. 輻射偵檢設備清單及規劃

7. 瓦里安公司質子治療系統設施的輻射安全系統

8. 輻射安全與運轉人力資源暨教育訓練計畫

9. 輻射安全作業程序

10. 安裝與試運轉期程及項目

11. 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

12. 輻射安全評估報告審查承諾事項
25



輻射作業場所規劃說明

• 管制區劃分及管制區域圖(B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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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計算與輻射安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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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提條件(Prerequisite 
Conditions)

 建築設計(Building Plan)

 設施規劃(Facility Plan)

 劑量限值規範(Dose Limit 

Regulation)

 管制區劃分(Controlled 

Area Boundary)

(2) 加速器運轉條件及射束損
失(Accelerator Operation 
Condition and Beam Loss)

(3) 射源項分析(Evaluation of 
Radiation Source)

(4) 屏蔽厚度規劃(Study for 
Thickness of Shielding Wall)

(5) 迷宮走道及屏蔽門外劑量
評估(Study for Maze and 
Shielding Door)

(6) 穿牆管道外劑量評估(Study 
for Duct Streaming)

(7) 天空散射劑量分析(Study 
for Sky-shine)

(8) 活化產物評估(Study for 
Radioactivation)

多項評估分析
(Various Studies)

建築結構設計
(Construction Design)

設施規劃設計
(Facility Design)

安全措施規劃
(Safety Measurement)

實際設計
(Practical Design)
實際設計

(Practical Design)

建築結構設計
(Construction Design)

設施規劃設計
(Facility Design)

安全措施規劃
(Safety Measurement)



質子束照射位置與質子束損失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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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子束照射位置與質子束損失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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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治療能量下加速器引出電流進入治療室各組件射束損失比例

Data cited: Varian report, ProBeam 360 Multi Room, Determining the Input Data for the Radiation Protection 

Calculations

版權保護



評估點 (B2F)

30



評估點 (B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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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點 (剖面圖迴旋加速器室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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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點 (橫剖面圖治療室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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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點(縱剖面圖治療室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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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計算及輻射劑量評估

• analytical method：

• 計算所需的參數 (屏蔽厚度d、距離r及角度θ) 是經由建築平面或剖面
圖丈量而得。

• 屏蔽材質包括混凝土牆 (ρ = 2.35 g/cm3)、加速器本身的磁鐵(ρ=7.8

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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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屏蔽外評估點每單位質子損失造成周圍等效劑量 (Sv/p)

‒ Ep 質子束損失時之最高能量 (MeV)

‒ r 屏蔽外評估點與射束損失點之直線距離 (m)

‒ d 屏蔽外評估點與射束損失點間穿過屏蔽厚度 (g/cm2)

‒ H0 單位質子損失於某角度方向(θ)單位距離產生的周圍等效劑量 (Sv-m2/p)

‒ λ 對應於H0不同散射角度的屏蔽衰減長度 (g/cm2)

‒ θ 屏蔽外評估點與質子束在射束損失點行進方向的夾角 (°)



屏蔽計算及輻射劑量評估

• 蒙地卡羅方法: FLUKA 程式資料庫數據及物理反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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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le and Heavy Ion Transport cod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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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contents of PHITS (source files, binary, data libraries, graphic 

utility etc.) are fully integrated in one package

All-in-one-Package

OECD/NEA Databank, RSICC (USA, Canada) and RIST (Japan)

Applications

Accelerator Design Radiation Therapy & Protection Space & Geoscience

Capability
Transport and collision of nearly all particles over wide energy range

in 3D phase space

with magnetic field & gravity

neutron, proton, meson, baryon 

electron, photon, heavy ions
10-4 eV to 1 TeV/u

屏蔽計算及輻射劑量評估(PHITS)



工作人員劑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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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轉人員之輻射劑量評估

加速器控制室內接受劑量，參考FLUKA/PHITS 評估值。

• 維修人員之輻射劑量評估

主要來自於維修過程中，加速器室及治療室內設備零組
件活化物造成之輻射劑量。

針對迴旋加速器環四周主要射束損失點造成活化等加速
器室內活化熱點，規劃於試運轉期間由輻射防護師進行
實際測量建立實際強度分布圖及衰減曲線。

• 醫學物理師之輻射劑量評估

治療計畫室接受劑量，參考FLUKA/PHITS 評估值。

QA接受劑量，參考治療室內活化物造成劑量與假體活化
造成劑量



工作人員劑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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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關鍵群體)

劑量值 輻射曝露來源

加速器運轉人員 年輻射劑量 0.085 mSv (加速器
控制室)

於加速器控制室內加速器運轉過程
輻射劑量之貢獻

加速器維修人員 每季 <  5 mSv

每年 <  20 mSv

維修過程中輻射劑量之貢獻採用維
修過程人員劑量記錄方式進行。

醫事放射師 1. 0.04 mSv/y (控制室)

2. 1.82 mSv/y

3. 2.4 mSv/y

total : 4.26 mSv/y

1. 於控制室內受治療室內粒子束
損失時產生瞬發輻射穿透造成

2. 噴嘴活化產物病患擺位造成
3. 病患體內活化造成的輻射劑量

醫學物理師 1. 0.075 mSv/y

2. 0.295 mSv/y

1. 於治療計畫室加速器穿透劑量
2. 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

護理人員 年輻射劑量 0.503 mSv 病患體內活化造成的輻射劑量

• 設定每月劑量的記錄基準、調查基準與干預基準
 維修人員為 0.5 mSv、1.0 mSv及1.5 mSv

 其他輻射工作人員為 0.2 mSv、0.5 mSv及1.0 mSv



5.一般民眾劑量(含環境劑量)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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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器運轉瞬發輻射

劃分管制區，一般人員無法直接進入管制區。

以一般民眾可能靠近的治療室正上方花圃評估點為例，
其劑量為 0.11 mSv/y，且質子治療實際 beam on 時間短暫，
因此造成的年劑量將遠低於此值。

• 放射性氣體物排放對公眾造成之劑量

 氣體排放活度濃度約為法規限度的 0.32，若再考量排放
後風向、風速等大氣之稀釋效應，評估其年攝入輻射劑
量小於 0.00297 mSv。

• 液態放射性排放對環境之影響

設備冷卻水活化放射性活度濃度極低，且排放水量與頻
率也極少。取樣確認後才排放。



輻射偵檢設備清單及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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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安裝位置 

場所名稱 

偵檢器 
劑量率偵測範圍 備註 

種類 能量範圍 

地下二樓 B2F  

1 迴旋加速器室內 

(靠近降能器) 

中子偵檢器 0.025 eV ~ >100 MeV 30 nSv/h ~ 100 mSv/h Cf-252  

2 光子偵檢器 30 keV ~ 1.3 MeV 100 nSv/h ~ 1000 mSv/h 高劑量率 

3 
第一旋轉治療室內 

中子偵檢器 0.025 eV ~ >100 MeV 30 nSv/h ~ 100 mSv/h Cf-252  

4 光子偵檢器 30 keV ~ 1.3 MeV 100 nSv/h ~ 100 mSv/h  

5 
第二旋轉治療室內 

中子偵檢器 0.025 eV ~ >100 MeV 30 nSv/h ~ 100 mSv/h Cf-252 第二階段設置
註
 

6 光子偵檢器 30 keV ~ 1.3 MeV 100 nSv/h ~ 100 mSv/h 第二階段設置
註
 

7 射束線室 光子偵檢器 30 keV ~ 1.3 MeV 100 nSv/h ~ 1000 mSv/h 高劑量率 

8 加速器控制室(SCR) 

(靠近第一治療室牆) 

中子偵檢器 0.025 eV ~ >100 MeV 30 nSv/h ~ 100 mSv/h Cf-252  

9 光子偵檢器 30 keV ~ 1.3 MeV 100 nSv/h ~ 100 mSv/h  

10 
放射性廢水槽 

檢修孔處 
光子偵檢器 30 keV ~ 1.3 MeV 100 nSv/h ~ 100 mSv/h  

11 第一旋轉治療室 

外走道 

中子偵檢器 0.025 eV ~ >100 MeV 30 nSv/h ~ 100 mSv/h Cf-252  

12 光子偵檢器 30 keV ~ 1.3 MeV 100 nSv/h ~ 100 mSv/h  

13 醫學物理師工作室 

靠近加速器室側 

中子偵檢器 0.025 eV ~ >100 MeV 30 nSv/h ~ 100 mSv/h Cf-252  

14 光子偵檢器 30 keV ~ 1.3 MeV 100 nSv/h ~ 100 mSv/h  

15 放射性廢料暫存區 光子偵檢器 30 keV ~ 1.3 MeV 100 nSv/h ~ 100 mSv/h  

地下一樓 B1F  

16 
冷卻水機房 

(去離子交換樹脂區) 
光子偵檢器 30 keV ~ 1.3 MeV 100 nSv/h ~ 100 mSv/h  

二樓 2F  

17 
放射氣體處理機房 

(2F 濾層旁) 
光子偵檢器 30 keV ~ 1.3 MeV 100 nSv/h ~ 100 mSv/h  

 

• 固定式高能中子偵檢器5 

部光子偵檢器10 部，加
速器室迷宮走道外及治療
室迷宮走道外(控制室內)

設有該區域內劑量率顯示
主機(Local Display 

Ratemeters)，提供工作人
員入室時參考。

• 除固定安裝之環境輻射偵
檢器外，本中心另配置可
攜式中子偵檢器及光子輻
射偵檢器、可攜式表面污
染偵檢器等各1部、電子
式人員劑量計各5 部



環境輻射偵測器裝置位置示意圖(B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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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輻射偵測器裝置位置示意圖(B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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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輻射偵測器裝置位置示意圖(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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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曝露品質保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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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訂醫療曝露品質保證計畫

– 參考ICRU第59號(1998)、第78號（2007）及AAPM TG-

224 (2019) 報告之建議。

– 亦參考國際上先進國家相同廠牌相似機型設施醫療曝
露品保作業的作法。

– 擬定相關的品保作業項目及容許誤差值。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