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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ps 质子治疗中心

先进的癌症治疗，周到贴心的个人护理。

当您或您的爱人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您希望拥有最好的治疗

方案——一个不只能够快速、有效地针对您的癌症病情，同

时保护您的健康细胞、将副作用降至最低，关注您的整体健

康的治疗方案。

欢迎来到 Scripps 质子治疗中心。质子治疗是可用于治疗肿瘤

最安全和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它是现有最精确的放射治疗方

式，其创新先进的技术疗法在全世界广泛应用于癌症治疗。

Scripps 质子治疗中心是在圣地亚哥的首家质子治疗中心，也

是西海岸的第四家。我们经验丰富、富有同情心的医护团队

将这一领先技术与人性化的、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相结合。

您的 Scripps 团队将与您密切合作，以创建一个个性化方案，

涵盖您身患癌症的各方面感受—身体、情绪和精神。

质子疗法已经证实对治疗多种

不同类型的癌症以及某些非恶

性肿瘤有效。这许多癌症中有一

些可以通过质子治疗得到缓解，

包括：

• 前列腺癌

• 胸腔癌和肺癌

• 乳腺癌

• 小儿癌症

• 中枢神经系统（脑和脊椎） 

肿瘤

• 头颈部肿瘤

• 淋巴瘤

• 胃肠道癌

• 肉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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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们患者的评价：

“2014 年 2 月我成为了首位在 Scripps 质子治疗中心接受治疗

的患者。连续八周内我每周接受五次治疗，没有产生任何副作

用。Scripps 拥有优秀的团队。当人们向我咨询前列腺癌的质子

治疗时，我强烈推荐它。”

——Larry Tritschler

80 岁的 Larry Tritschler 于 2001 年被首次确诊为患有前列腺癌。 

2013 年时他清楚他的病情已经发展到必须接受治疗的程度。 

研究几种治疗方案，包括常规放射治疗后，他决定来到 Scripps  
质子治疗中心。他成功地完成了他的质子治疗疗程，并直到今天

一直充分地享受着生命。

“我们选择质子治疗是因为它能够安全地渗透到脑干直达部分肿

瘤，这是以前无法触及的领域。而且，Scripps 中心的该项技术是

国内最新、最先进的。我们想，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呢。”

——John Wright

17 岁的 Natalie 是 John Wright 的女儿，她是 Scripps 质子治疗中

心的第一例小儿癌症患者。Natalie 成功地完成了一个无法进行

手术的脑肿瘤质子治疗。

“很多乳腺癌患者可能没有意识到，就在我们附近不远处就有一

个新的很好的治疗选择。质子治疗是如此精确，以致于他们能

杀死癌细胞而毫不损害我的心脏。”

——Anastasia Custis Berkheimer

癌症幸存者 Anastasia Custis Berkheimer 选择 Scripps 的质子治疗，

因为它能够杀死她左乳房的肿瘤，同时保护她的心脏和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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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质子治疗？

质子疗法的精确度允许针对肿瘤使用更有威力

和高效的照射剂量，以免影响周围健康组织和

器官。

如同传统的X射线放射疗法一样，质子疗法破

坏肿瘤。但它同时也有其重要的优势。

常规放射治疗使用X射线，其发射的大剂量射

线进入人体，并在到达肿瘤之后继续穿透人体。

质子是带正电荷的亚原子粒子。质子疗法使用

功能强大的技术生成质子射束，从身体外部穿

透身体。质子进入人体的照射剂量较X射线更

低，并且能够控制使其暂停，然后直接照射肿

瘤病灶——没有射线继续游离。射线不会穿

过或围绕肿瘤扩散向附近的组织、器官或结构，

例如心脏、肝脏或脑。

先进的扫描技术

Scripps 质子治疗中心采用最尖端的  Varian 
ProBeam 质子系统，以及最先进的笔形束扫描

技术。这种技术被称为调强束质子疗法 (IMPT), 
它显著改善了对于放射剂量和空间布局的控制。

通过调强束质子疗法 (IMPT) 我们可以控制质子

束在整个治疗区域中，针对特定的癌变区域增强

剂量分配。

铅笔束扫描以一束精确划动的窄型质子束逐层

的扫描肿瘤以累积剂量。因此，射线的剂量恰

好能杀灭癌细胞，形状精确吻合肿瘤独特外形，

并且放射被直接传递至肿瘤——通常副作用

很小或者没有副作用。

更高效、更安全、更精确的癌症治疗

质子疗法不是试验性或研究性治疗。作为目前

为止最精确的体外放射治疗形式，质子治疗

自 1990 年以来已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USFDA) 的批准，并已在美国应用超过 50 年。

医学文献中已发表的数以百计的同行评审期刊

文章表明，质子束治疗对多种肿瘤治疗均非常

有疗效。目前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的质子治疗研

究逾 100 项，Scripps 也将参与其中。

更多选择，更少风险

质子治疗对于儿童患者和年轻的成人患者格外

有效。他们承受更多的放射风险，因为相较于

成年患者，儿童与年轻的成年患者还在成长期，

产生长期副作用的风险更大。质子疗法也对肿

瘤位置接近重要器官或结构的患者极为有效，

如大脑和脊髓的肿瘤非常有效。甚至已经接受

且无法继续接受更多的常规治疗的患者也可以

尝试质子疗法。



5 Scripps 质子治疗中心

质子治疗能做什么？

质子治疗快速、无痛，可能比传统的放射治疗有更少

的副作用。

Scripps 质子治疗中心设有质子治疗医疗门诊，因此患者无需住院。

质子治疗本身是无痛的。大多数人对于质子射束没有任何生理

感觉，几乎听不到噪音且仅感受到极少的不适。

更短的治疗疗程

质子疗法的实际照射时间为 20 秒至 90 秒，而患者每次在治疗室

接受治疗的总时间则取决于肿瘤的类型、大小、位置及相关因素，

预计不会超过 30 分钟。发射的质子射束可精确至1毫米，因此精

确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使用最先进的图像引导设置实现精

确定位。治疗全程启用双向视频音频沟通，便于医疗团队成员和

患者在全程中保持交流。

总疗程长短基于患者的特殊情况,大多数患者需连续 4–8 周每

天接受治疗（从周一至周五）。

副作用最小

与X射线疗法相比，质子治疗明显能更好的保护健康组织。因此，

许多与体外放射治疗如影随形的副作用，如腹泻、头痛、食欲不

振等，却较少在质子治疗中出现。

经过治疗，大部分患者可以恢复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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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您的需求、生活方式、期待与目标不同于其他

任何人。这就是为什么 Scripps 质子治疗中心的

团队为您创建一个个性化的护理方案。

如果您的病情适宜采用质子治疗，您的医疗团

队会扫描治疗部位，并利用计算机模拟技术为

您形成一个专门订制的治疗方案。治疗方案的

设计基于 2 点：向肿瘤提供的放射照射剂量最

大，且同时周围健康组织的放射受照量最小。

Scripps 质子治疗中心通过包括 CT, PET-CT 扫
描仪、核磁共振成像机在内的治疗必需的先进

技术，实现对肿瘤的精确定位。我们想指出，只

有最好的放射治疗中心（小于5%）几乎对每个

病人的设计靶区常规使用磁共振成像。这些设

备让医生能够 快速、轻松的执行扫描并检查患

者的骨骸结构，在治疗中评估肿瘤的消退情况，

以及根据变化迅速调节照射区域。

质子疗法可以单独使用或与化疗组合使用，或

者用于癌症手术前后。您的个人治疗将取决于

您肿瘤的类型、阶段和位置。

您的专家治疗团队

您的医疗团队将由不同科室的专家组成。团队

根据您的需求来打造，可能包括有：内科、外科

和放射肿瘤学专家医生、放射治疗医师、物理治

疗专家、护士、社工、遗传顾问专家以及营养专

家等。同时还提供内科综合专家医生与理疗师。

支持您和您的家人

Scripps 质子治疗中心提供给您的不仅是最前沿

的技术和临床专业经验。从您走进我们大门的

那一刻，我们就用明亮的空间为您营造出一个舒

适又舞人心的治疗环境，一个关爱互助的环境。

我们致力于通过复合的治疗方法来帮助您解决

癌症诊疗过程中身心和精神可能面临的多重挑

战。我们利用地区的有关资源为您提供精神上

的指导，引导您加入互助小组、教育课程及咨

询活动。我们开设了诸如营养、运动和情感日

记的主题课程，以促进病情及健康的恢复。

我们的接待处人员会帮助您及家人应对治疗

过程中的日常焦虑。如果您不是圣地亚哥居民，

我们可以协助安排住宿、交通等。

质子治疗的保险覆盖范围

质子束治疗通过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

并且受社会医疗保险和多项私营医疗保障涵

盖。具体的保险覆盖规定视情况不同。无论您

使用哪家保险公司，Scripps 质子治疗中心的团

队将代表您与他们合作，以简化治疗费用的报

销。保险项目未涵盖质子治疗的患者或者不享

受美国保险的外籍公民，可以选择自费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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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和 Scripps 的经验传承

Scripps 质子治疗中心的医疗领导团队结合其 
90 年的从业经验为患者提供癌症治疗，已经通

过质子治疗帮 助了逾 13000 名患者。

医学主任 Carl Rossi（医生）拥有 20 多年的质子

治疗经验，并领导着一支与他同样资深的团队，

成员包括：放射肿瘤学专家、肿瘤专科护士、质

子治疗师、医学物理疗师和其他专家。您的质子

治疗团队将跟随您的每一步。

首个通过加利福尼亚认证的

“多医院癌症治疗综合合作网”项目质子治

疗完善了  S c r i p p s  现有的癌症综合治疗体

系。Scripps 健康中心是仅有的 2 个经加利福尼

亚州认证的“多医院癌症治疗综合合作网”项

目之一，它结合了最先进的、全面的癌症治疗方

法与专家级的人性化治疗方式相结合，营造了一

个友爱互助的治疗环境。针对患者全身各部位，

我们提供有多种治疗方法和诊疗科目，包括手

术、化疗、传统放射治疗、激素治疗、综合医疗

以及临床试验机会。Scripps 健康中心是圣地亚

哥唯一被美国外科医生委员会癌症学院认可的

癌症治疗综合合作网项目。该认证体现出我们

的治疗服务提供者重视并致力于提供一流的协

作医疗。

研究和创新领域的领导者

作为质子协作团体 (PCG) 的成员，Scripps 健
康中心目前积极投身多机构研究项目，以帮

助优化质子疗法。目前，Scripps 健康中心作

为 PCG 注册试验的一员负责收集所有患者的

临床结果数据，无论患者诊断结果如何，实验

有望发展成为肿瘤特异性专项研究。

除了参加的，Scripps 健康中心还计划与 NRG 肿
瘤组织（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合作研究组织—合

作参与）项前瞻性的随机研究试验，实验比较

质子和X射线参与的放射治疗。

开始治疗

我们理解当您收到癌症的诊断，您必须做出许多

重要决定，可能会提出很多问题。Scripps 质子治

疗中心致力于使您感受积极的经历，使治愈成

为可能。咨询我们，请拨打 +1 858-549-7400。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cripps.org/protontherapyinfo.

从左至右依次为：Carl Rossi（医生）、Huan Giap（医生）、 

Andrew Chang（医生）和 Ryan Grover（医生）



8 Scripps 质子治疗中心

Scripps 健康中心：癌症护理领域的领跑者

Scripps 健康中心由慈善家艾 Ellen Browning Scripps 在 1924 年创立，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

地亚哥的 Scripps 健康中心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综合健康系统。归功于旗下附属的 2600 名医生

和 13750 名员工的工作贡献，Scripps 健康中心每年治疗患者达五十万名。医生和工作人员分布

于 Scripps 健康中心的 5 个急性护理医院园区、临终关怀所和家庭医疗保健服务中心以及一个医

生日间护理系统办公室和 25 个门诊中心和诊所。

Scripps 健康中心拥有超过 300 名护理癌症患者的附属医生，并通过协调临床癌症治疗、社区服

务以及临床、转化型和基础研究领域的医疗专家，为个人提供最好的治疗和最先进的研究试验。

Scripps 健康中心早已是在圣地亚哥地区提供癌症治疗服务的佼佼者。我们在 1980 年开始

了全县的第一次的血液和骨髓移植项目，在过去的  30 年中，该计划的患者的存活率增加了一

倍。Scripps 健康中心在圣地亚哥提供最精密复杂的机器人手术项目。我们是圣地亚哥唯一获得

美国外科医生委员癌症学院认证的癌症护理提供方。

我们有全国知名的医生在这里为您服务。了解有关我们的癌症治疗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cripps.org/cancer

联系我们

您下一步要做的事非常简单。请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咨询 Scripps 质子治疗中心。

Scripps 质子治疗中心 (Scripps Proton Therapy Center)
9730 Summers Ridge Road
San Diego, CA 92121
+1 858-549-7400
scripps.org/protontherapy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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