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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硕士,肿瘤放射治疗学专业，湖南省湘雅医院肿瘤科，主要从事

头颈部肿瘤及宫颈癌三维后装的研究方向及治疗。目前参加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 项，参加长沙市科技局主持项目 1 项，发表

SCI 论文 4 篇，其中 2 篇为第一作者。 

 
 
 
 
 
 
 



 

 

 

前   言 

 
NCCN指南放射治疗纲要（NCCN Radiation Therapy 

Compendium）是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推出的针对肿瘤放射治疗纲要性指导文件。为了

及时把最新的放射治疗理念传播给广大的放疗工作者，在于金明院

士和孔凤鸣教授指导下，华人肿瘤放射治疗协助组（Chinese 

Radiation Therapy Oncology Group, CRTOG）组织全国部分优秀中

青年放疗医师编译了一系列常见恶性肿瘤的 NCCN指南放射治疗纲

要。因编译经验不足，时间仓促，文章中难免存在着错误和不足，

望各位专家批评指正，我们将不胜感激并及时纠正。 

 

华人肿瘤放射治疗协助组 

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 

2017年 11 月 

 

 
  



 

 

 
 

疾病信息  

指南名称 胃癌 2017.V2 

临床诊断 胃癌 

临床情况 ● 局部病变 

● 体格健康 

● 潜在可切除性 

● 大于或等于 pT2，任何 N0 

目的 ● 新辅助 

● 术前 

证据等级 2B 

分期 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

（AJCC）2010 年第七版 

cT2 任何 N cM0 

cT3 任何 N cM0 

cT4 任何 N cM0 

适应证 可切除 

指南页码 GAST-2, GAST-G 

放射治疗信息 

放疗推荐 术前放化疗 

放疗方式 三维适形外照射 

调强放射治疗 

图像引导下放射治疗 

呼吸运动管理（RMM） 

模拟四维 CT 

版权归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 ）所有！ 
本资料仅供学习交流，严禁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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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技术原理 

● 应根据靶区周围所包含的正常组织来选择三维适形外照

射或调强放射治疗技术。三维适形外照射或调强放射治

疗技术都应使用 CT 模拟定位和治疗计划。该区域所包

含风险的器官有：肺、心脏、脊髓、小肠、大肠，肝

脏、肾脏。 

● 图像引导下放射治疗能提高放疗的精确度，特别是对于

调强放射治疗技术。 

● 使用呼吸门控及追踪或 ABC 系统来进行器官运动管

理，这些方式或能帮助定义内部靶区及减少摆位外扩误

差，呼吸运动管理（RMM）需要进行四维 CT 模拟定

位。 

处方剂量 45-50.4Gy，每日分割剂量为 1.8Gy 

备注 ● 建议使用固定装置和图像指导 

● 呼吸运动引起的器官运动很明显的时候，选择呼吸运动

管理可能是合适的。 

● 治疗前的检查及 CT 模拟定位时造影强化应当用于确定

肿瘤及局部淋巴结的位置。 

● GTV=原发肿瘤及可疑淋巴结 

● CTV=GTV 外扩 3-5cm 及高危淋巴结区（近端 1/3，即贲

门，胃食管结合部(EGJ)：胃周，腹腔，脾门，肝门。中

间 1/3，即胃体：胃周，胃上，腹腔，脾门，肝门和胰

十二指肠。远端 1/3，即胃窦/幽门：胃周，胰上，腹

腔，肝门和胰十二指肠。） 

● 应避免治疗中断或降低剂量 

● 放疗期间有必要进行营养支持治疗及静脉补液。 

ICD10: C16.0- C16.6, C16.8, C16.9, D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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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信息  

指南名称 胃癌 2017.V2 

临床诊断 胃癌 

临床情况 ● 仅局部病变 

● 无手术计划 

目的 根治性 

证据等级 2A 

分期 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

2010 年第七版 

cM0 

适应证 不可切除 

指南页码 GAST-2, GAST-G 

放射治疗信息 

放疗推荐 放化疗 

放射方式 三维适形外照射 

调强放射治疗 

图像引导下放射治疗 

呼吸运动管理（RMM） 

模拟四维 CT 

治疗 

技术原理 

● 应根据靶区周围所包含的正常组织来选择三维适形外

照射或调强放射治疗技术。三维适形外照射或调强放

射治疗技术都应使用 CT 模拟定位和治疗计划。该区域

所包含风险的器官有：肺、心脏、脊髓、小肠、大

肠，肝脏、肾脏。 

● 图像引导下放射治疗能提高放疗的精确度，特别是对

于调强放射治疗技术。 

版权归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 ）所有！ 
本资料仅供学习交流，严禁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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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呼吸门控及追踪或 ABC 系统来进行器官运动管

理，这些方式或能帮助定义内部靶区及减少摆位外扩

误差，呼吸运动管理（RMM）需要进行四维 CT 模拟

定位。 

处方剂量 45-50.4 Gy，每日分割剂量为 1.8 Gy。 

部分患者可以局部更高剂量推量。 

备注 ● 建议使用固定装置和图像指导 

● 鉴于呼吸对器官的运动影响大，选择呼吸运动管理可

能是合适的。 

● 治疗前的检查及 CT 模拟定位时造影强化应当用于确定

肿瘤及局部淋巴结的位置。 

● GTV=原发肿瘤及可疑淋巴结。 

● CTV=GTV 外扩 3-5cm 及高危淋巴结区（近端 1/3，即

贲门，胃食管结合部(EGJ)：胃周，腹腔，脾门，肝

门。中间 1/3，即胃体：胃周，胃上，腹腔，脾门，

肝门和胰十二指肠。远端 1/3，即胃窦/幽门：胃周，

胰上，腹腔，肝门和胰十二指肠。） 

● 应避免治疗中断或降低剂量 

● 放疗期间有必要进行营养支持治疗及静脉补液。 

ICD10: C16.0- C16.6, C16.8, C16.9, D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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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信息  

指南名称 胃癌 2017.V2 

临床诊断 胃癌 

临床情况 ● 仅局部病变 

● R0 切除 

● pT2，N0 

● 无新辅助疗法 

目的 ● 辅助 

● 术后 

证据等级 2A 

分期 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2010

年第七版 

pT2N0M0 

适应证 R0 切除 

指南页码 GAST-3, GAST-G 

放射治疗信息 

放疗推荐 放化疗 

放疗方式 三维适形外照射 

调强放射治疗 

图像引导下放射治疗 

呼吸运动管理（RMM） 

模拟四维 CT 

版权归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 ）所有！ 
本资料仅供学习交流，严禁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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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技术原理 

● 应根据靶区周围所包含的正常组织来选择三维适形外照

射或调强放射治疗技术。三维适形外照射或调强放射治

疗技术都应使用 CT 模拟定位和治疗计划。该区域所包

含风险的器官有：肺、心脏、脊髓、小肠、大肠，肝

脏、肾脏。 

● 图像引导下放射治疗能提高放疗的精确度，特别是对于

调强放射治疗技术。 

● 使用呼吸门控及追踪或 ABC 系统来进行器官运动管理，

这些方式或能帮助定义内部靶区及减少摆位外扩误差，

呼吸运动管理（RMM）需要进行四维 CT 模拟定位。 

处方剂量 45-50.4Gy，每日分割剂量为 1.8Gy。 

部分患者可行更高的剂量局部推量。 

备注 ● 建议使用固定装置和图像指导 

● 鉴于呼吸对器官的运动影响大，选择呼吸运动管理可能

是合适的。 

● 建议使用固定装置，图像指导及呼吸运动管理。 

● 术前诊断和术中银夹放置位置应用于确定瘤/胃床及局

部淋巴结位置 

● CTV 包含残胃的情况应在局部复发风险和正常组织损伤

中取个平衡 

● CTV=GTV 外扩 3-5cm 及高危淋巴结区（近端 1/3，即贲

门，胃食管结合部(EGJ)：胃周，腹腔，脾门，肝门。中

间 1/3，即胃体：胃周，胃上，腹腔，脾门，肝门和胰

十二指肠。远端 1/3，即胃窦/幽门：胃周，胰上，腹

腔，肝门和胰十二指肠。） 

● 同步化疗应以氟尿嘧啶为基础。 

● 应避免治疗中断或降低剂量 

● 放疗期间有必要进行营养支持治疗及静脉补液。 

ICD10: C16.0- C16.6, C16.8, C16.9, D37.1 

版权归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 ）所有！ 
本资料仅供学习交流，严禁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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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信息  

指南名称 胃癌 2017.V2 

临床诊断 胃癌 

临床情况 ● 仅局部病变 

● R0 切除 

● pT3-4，任何 N 

● 任何 pT，N 阳性 

● 无新辅助疗法 

目的 ● 辅助 

● 术后 

证据等级 1 

分期 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2010

年第七版 

pT1N+M0 

pT2N+M0 

pT3 任何 NM0 

pT4 任何 NM0 

适应证 R0 切除 

指南页码 GAST-3, GAST-G 

放射治疗信息 

放疗推荐 放化疗 

放疗方式 三维适形外照射 

调强放射治疗 

图像引导下放射治疗 

呼吸运动管理（RMM） 

模拟四维 CT 

版权归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 ）所有！ 
本资料仅供学习交流，严禁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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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技术原理 

● 应根据靶区周围所包含的正常组织来选择三维适形外照

射或调强放射治疗技术。三维适形外照射或调强放射治

疗技术都应使用 CT 模拟定位和治疗计划。该区域所包含

风险的器官有：肺、心脏、脊髓、小肠、大肠，肝脏、

肾脏。 

● 图像引导下放射治疗能提高放疗的精确度，特别是对于

调强放射治疗技术。 

● 使用呼吸门控及追踪或 ABC 系统来进行器官运动管理，

这些方式或能帮助定义内部靶区及减少摆位外扩误差，

呼吸运动管理（RMM）需要进行四维 CT 模拟定位。 

处方剂量 45-50.4Gy，每日分割剂量为 1.8Gy。 

部分患者可行更高剂量局部推量。 

备注 ● 建议使用固定装置和图像指导。 

● 鉴于呼吸对器官的运动影响大，选择呼吸运动管理可能

是合适的。 

● 建议使用固定装置，图像指导及呼吸运动管理。 

● 术前诊断和术中银夹放置位置应用于确定瘤/胃床及局部

淋巴结位置。 

● CTV 中残胃的治疗应该在正常组织并发症和残胃局部复

发的风险之间相平衡 

● CTV=GTV 外扩 3-5cm 及高危淋巴结区（近端 1/3，即贲

门，胃食管结合部(EGJ)：胃周，腹腔，脾门，肝门。中

间 1/3，即胃体：胃周，胃上，腹腔，脾门，肝门和胰

十二指肠。远端 1/3，即胃窦/幽门：胃周，胰上，腹

腔，肝门和胰十二指肠。）同步化疗应以氟尿嘧啶为基

础。 

● 应避免治疗中断或降低剂量 

● 放疗期间有必要进行营养支持治疗及静脉补液。 

ICD10: C16.0- C16.6, C16.8, C16.9, D37.1 

版权归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 ）所有！ 
本资料仅供学习交流，严禁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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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信息  

指南名称 胃癌 2017.V2 

临床诊断 胃癌 

临床情况 ● 仅局部病变 

● R1/R2 切除 

● cT2-4 及/或者 N+ 

● 无新辅助疗法 

目的 ● 辅助 

● 术后 

证据等级 2A 

分期 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2010

年第七版 

pT2N0M0 

pT3 任何 NM0 

pT4 任何 NM0 

适应证 R1/R2 切除 

指南页码 GAST-3, GAST-G 

放射治疗信息 

放疗推荐 放化疗 

放疗方式 三维适形外照射 

调强放射治疗 

图像引导下放射治疗 

呼吸运动管理（RMM） 

模拟四维 CT 

版权归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 ）所有！ 
本资料仅供学习交流，严禁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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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技术原理 

● 应根据靶区周围所包含的正常组织来选择三维适形外照

射或调强放射治疗技术。三维适形外照射或调强放射治

疗技术都应使用 CT 模拟定位和治疗计划。该区域所包含

风险的器官有：肺、心脏、脊髓、小肠、大肠，肝脏、

肾脏。 

● 图像引导下放射治疗能提高放疗的精确度，特别是对于

调强放射治疗技术。 

● 使用呼吸门控及追踪或 ABC 系统来进行器官运动管理，

这些方式或能帮助定义内部靶区及减少摆位误差，呼吸

运动管理（RMM）需要进行四维 CT 模拟定位。 

处方剂量 45-50.4Gy，每日分割剂量为 1.8Gy。 

部分患者可行更高放疗剂量局部推量。 

备注 ● 建议使用固定装置和图像指导 

● 鉴于呼吸对器官的运动影响大，选择呼吸运动管理可能

是合适的。 

● 建议使用固定装置，图像指导及呼吸运动管理。 

● 治疗前的诊断方法和术中银夹放置位置应用于确定瘤/胃

床及局部淋巴结位置 

● CTV 中残胃的治疗应该在正常组织并发症和残胃局部复

发的风险之间相平衡 

● CTV=GTV 外扩 3-5cm 及高危淋巴结区（近端 1/3，即贲

门，胃食管结合部(EGJ)：胃周，腹腔，脾门，肝门。中

间 1/3，即胃体：胃周，胃上，腹腔，脾门，肝门和胰

十二指肠。远端 1/3，即胃窦/幽门：胃周，胰上，腹

腔，肝门和胰十二指肠。） 

● 同步化疗应以氟尿嘧啶为基础。 

● 应避免治疗中断或降低剂量 

● 放疗期间有必要进行营养支持治疗及静脉补液。 

ICD10: C16.0- C16.6, C16.8, C16.9, D37.1 

版权归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 ）所有！ 
本资料仅供学习交流，严禁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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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信息  

指南名称 胃癌 2017.V2 

临床诊断 胃癌 

临床情况 ● 仅局部病变 

● 接受了新辅助化疗 

● 没有放疗 

● R1/R2 切除 

目的 ● 辅助 

● 术后 

证据等级 2A 

分期 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2010

年第七版 

 

适应证 R1/R2 切除 

指南页码 GAST-4, GAST-G 

放射治疗信息 

放疗推荐 放化疗 

放疗方式 三维适形外照射 

调强放射治疗 

图像引导下放射治疗 

呼吸运动管理（RMM） 

模拟四维 CT 

版权归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 ）所有！ 
本资料仅供学习交流，严禁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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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技术原理 

● 应根据靶区周围所包含的正常组织来选择三维适形外照

射或调强放射治疗技术。三维适形外照射或调强放射治

疗技术都应使用 CT 模拟定位和治疗计划。该区域所包含

风险的器官有：肺、心脏、脊髓、小肠、大肠，肝脏、

肾脏。 

● 图像引导下放射治疗能提高放疗的精确度，特别是对于

调强放射治疗技术。 

● 使用呼吸门控及追踪或 ABC 系统来进行器官运动管理，

这些方式或能帮助定义内部靶区及减少摆位误差，呼吸

运动管理（RMM）需要进行四维 CT 模拟定位。 

处方剂量 45-50.4Gy，每日分割剂量为 1.8Gy。 

部分患者可行更高放疗剂量局部推量。 

备注 ● 建议使用固定装置和图像指导 

● 鉴于呼吸对器官的运动影响大，选择呼吸运动管理可能

是合适的。 

● 建议使用固定装置，图像指导及呼吸运动管理。 

● 治疗前的诊断方法和术中银夹放置位置应用于确定瘤/胃

床及局部淋巴结位置 

● CTV 中残胃的治疗应该在正常组织并发症和残胃局部复

发的风险之间相平衡 

● CTV=GTV 外扩 3-5cm 及高危淋巴结区（近端 1/3，即贲

门，胃食管结合部(EGJ)：胃周，腹腔，脾门，肝门。中

间 1/3，即胃体：胃周，胃上，腹腔，脾门，肝门和胰

十二指肠。远端 1/3，即胃窦/幽门：胃周，胰上，腹

腔，肝门和胰十二指肠。） 

● 同步化疗应以氟尿嘧啶为基础。 

● 应避免治疗中断或降低剂量 

● 放疗期间有必要进行营养支持治疗及静脉补液。 

ICD10: C16.0- C16.6, C16.8, C16.9, D37.1 

 

版权归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 ）所有！ 
本资料仅供学习交流，严禁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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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信息  

指南名称 胃癌 2017.V2 

临床诊断 胃癌 

临床情况 ● 不可切除，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 

● 急性或慢性出血 

● 恶性梗阻 

● 疼痛 

目的 姑息 

证据等级 2A 

分期 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2010

年第七版 

 

适应证 不可切除，复发 

指南页码 GAST-7, GAST-H 

放射治疗信息 

放疗推荐 姑息/最佳支持治疗：外照射 

放疗方式 二维外照射 

三维适形外照射 

调强放射治疗 

图像引导下放射治疗 

治疗 

技术原理 

● 应根据靶区周围所包含的正常组织来选择三维适形外照

射或调强放射治疗技术。三维适形外照射或调强放射治

疗技术都应使用 CT 模拟定位和治疗计划。该区域所包含

风险的器官有：肺、心脏、脊髓、小肠、大肠，肝脏、

肾脏。 

● 图像引导下放射治疗能提高放疗的精确度，特别是对于

调强放射治疗技术。 

ICD10: C16.0- C16.6, C16.8, C16.9, D37.1, Z85.00, Z85.028 

版权归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 ）所有！ 
本资料仅供学习交流，严禁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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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肿瘤放射治疗协作组（CRTOG)是世界华人放疗医师之间

交流与沟通的桥梁，合作与发展的平台。它的成立意味着，世界华

人放疗医师从此有了一个属于自已的组织，一个充满真诚、温暖、

友谊和互助的大家庭。 

热烈欢迎广大肿瘤医师加入我们！！ 

 

学会网站：http://www.crtog.org/ 

学会公众号：华人放疗协助组 CRTOG 

二维码： 

          
 

http://www.crto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