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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平板电离室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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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平板电离室（Multilayer Ionization Chamber，MLIC）能够降低质子束流剂量深度分布的测量时间，
对

提高质子治疗日常剂量验证的效率具有实际意义。影响 MLIC 测量精度的因素主要有组成材料、
敏感面积等。
基于这些影响因素，
用蒙特卡罗方法计算束流在 MLIC 的剂量深度分布，
与标准剂量分布对比评估其测量精度。
优化后的 MLIC 包含 180 层电离室，
组成材料为 FR-4，
敏感面积为 12 cm×12 cm，
极板间隙为 1 mm，
采用自由空
气作为敏感探测器气体，
其剂量深度测量精度在±5% 以内，
射程测量精度在±1 mm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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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Multilayer ionization chamber (MLIC)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measurement time of

proton pencil beam dose depth distribution, which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daily
quality assurance of proton therapy.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to optimize the design of a MLIC to realize fast and
accurate dose verification. [Methods] Based on Monte-Carlo method, simulation of the MLIC was performed by
using Geant4 codes. To evaluate the measurement uncertainties of the MLIC, materials of FR-4,
polymethylmethacrylate (PMMA), Al were applied and the depth dose distribution in each material were compared
with water phantom to evaluate the uncertainties caused by different material. Then the depth dose distribution was
corrected by the collection efficiency of each layer of the MLIC in different sensitive area, and the deviation
compared with water phantom after correction was calculated. [Results] The final measurement accuracy of the
optimized MLIC in the depth dose distribution is within ± 5%, and range accuracy is within ± 1 mm. [Conclusion]
The optimized MLIC could replace the water tank to achieve fast daily quality assurance in clinica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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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质子剂量深度分布的物理特性，
质子治疗
［1］
能够很好地保护肿瘤后部的正常组织 。质子治疗
除了需要精确测量剂量侧向分布，
还需要精确测量
剂量深度分布。配备可以三维移动电离室的水箱是
剂量深度分布测量的标准设备。然而，
采用水箱测

量质子剂量深度分布时间过长，
不适于日常品质保
证（Quality Assurance，QA）。
多 层 平 板 电 离 室（Multilayer Ionization
Chamber，MLIC）由多个平板电离室组成，
能够一次
测量整个质子深度剂量分布，
无需移动电离室，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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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提高了测量效率。近几年，
质子/重离子放疗中
布曲线的偏差。影响 MLIC 测量精度的主要因素为
心越来越多使用 MLIC 进行日常 QA。日本放射医
降能片材料、
MLIC 敏感面积、
降能片厚度及层数。
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Radiological Science，
本文设计的 MLIC 深度剂量分布测量精度指标
［2］
NIRS）研制的 MLIC 用于重离子治疗的日常 QA ； 为±5%，
射程测量精度指标为±1 mm。
美国 M.D.Anderson 质子治疗中心使用 IBA Zebra 进
1.1 降能片材料
行质子深度剂量分布的测量和日常 QA［3］；
美国印第
由于不同材料的物理特性（密度、原子序数等）
安纳大学回旋加速器中心自主研发了 MLIC 用于质
与水不同，
束流在该材料中的粒子输运过程与水中
子束流剂量深度分布的日常 QA［4］。
并不相同 ，即不同材料的能量阻止本领（stopping
根据剂量深度分布测量参数的不同 ，MLIC 可
power）不同，
从而产生测量误差［6］。
以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测量束流在不同深度全部的
首先，
计算了 PCB 板（环氧树脂，
材料等级代号
沉积剂量，
主要用于单一能量的质子剂量深度分布
为 FR - 4，以 下 均 使 用 FR - 4）、聚 甲 酯 丙 烯 酸 甲 酯
测量；
另一类是测量在轴（on axis）或离轴（off axis）
（Polymethylmethacrylate，PMMA）、铝（Al）的 WER
剂量深度分布，
主要用于散射后的束流剂量深度分
（Water Equivalent Ratio，定义为束流在相同厚度的
布测量，
即 SOBP（Spread Out Bragg Peak）。本文研
材 料 和 水 中 的 射 程 比），与 国 内 外 已 发 表 文 献 的
究的 MLIC 属于第一类，
主要用于单一能量的质子
WER 值比较，
验证 MLIC 计算模型的正确性。
束流剂量深度分布测量。
然后，
根据图 1 所示 MLIC 结构，
将降能片分别
大部分 MLIC 都是基于剂量深度分布稳定性/重
设置为水、
FR-4、
PMMA 和铝，
对应材料每层降能片
复性测量设计的，
对于 MLIC 剂量深度分布的测量
厚 度 分 别 设 计 为 2.9 mm、1.55 mm、2.5 mm、
精度并没有太多考虑。本文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从
1.377 mm；
降能片数量设计为 128 片。根据上述参
提高 MLIC 剂量深度分布测量精度的需求出发，
研
数，
计算 70 MeV、160 MeV 和 235 MeV 质子能量的
究影响 MLIC 测量精度的各种因素及提高测量精度
归一化剂量输出值（128 通道输出），
即剂量深度分
的设计方法。
布曲线。比较以 FR-4、
PMMA 和铝作为降能片材料
本文设计的 MLIC 结构如图 1 所示，
每块降能片
的剂量深度分布曲线与以水作为降能片材料的剂量
两面分别敷铜，
作为高压电极和信号电极；
铜板厚度
深度分布曲线，
得到不同材料情况下的 MLIC 剂量
采用标准电路板（Print Circuit Board，PCB）制作工
深度测量精度。
艺，
为 17 μm；
高压电极与信号电极间隙为 1 mm，
即
1.2 敏感面积
平板电离室间隙为 1 mm；
采用自由空气作为 MLIC
探测器气体。
本文设计的 MLIC 主要用于单一能量的质子剂
量深度分布测量电离室，
敏感面积则决定了是否能
够测量在不同深度平面内全部的沉积剂量。如果电
离室敏感面积不足以收集全部的沉积剂量，
则会产
生测量误差。
在实际使用中，
入射 MLIC 不可能是理想束流，
即<x>不为 0，<x’>不为 0。根据束流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RMS）发射度定义 ，我们在计算中假
定束流相空间分布为 RMS 分布，
<x>或<y>为 4 mm，
<x’>或<y’>为 1 mrad。根据上述相空间设定，
我们
图 1 MLIC 结构
将 128 层 MLIC 的降能片材料设置 FR-4，厚度设置
Fig.1 The structure of MLIC
为 1.55 mm，计算 235 MeV 质子束流在不同敏感面
蒙特卡罗方法（Monte-Carlo method）在质子治
积（8 cm×8 cm、
12 cm×12 cm、
14 cm×14 cm）条件下，
疗剂量验证中起着有效的作用［5］，
本文采用 Geant4
MLIC 每层收集效率。根据 MLIC 每层收集效率修
对 MLIC 进行蒙特卡罗仿真计算。
正剂量深度分布曲线，
并与水的剂量深度分布曲线
比较，
得到不同敏感面积条件下的剂量深度分布测
1 MLIC 优化设计
量精度。
MLIC 剂量深度分布测量精度定义为 MLIC 输
出的剂量深度分布曲线与在水箱中测量剂量深度分
06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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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降能片厚度及层数
降能片厚度越小 ，MLIC 输出的剂量深度分布

分辨率也越高，
射程测量精度也越高。用于治疗的
质子束流射程在 34 g∙cm−2 左右，
根据 IEC62667 对剂
量 深 度 分 布 测 量 的 要 求 ，整 个 MLIC 的 等 效 水 深
（Water Equivalent Thickness，WET）应 该 设 计 在
370 mm 以上。

235 MeV 的射程 R90 ，
与这些能量的标准射程数据比
较 ，得到 MLIC-128 和 MLIC-180 的射程测量精度。
射 程 由 ICRU78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7］
Radiation Units and Measurements Report 78）
射程
定义（吸收剂量从远端剂量降落减少到最大值 90%
所位于的深度）根据剂量深度分布曲线计算得到。

2

计算结果

因此 ，我们设计了两种降能片材料为 FR-4 的
MLIC（MLIC-128，128 层 ；
MLIC-180，180 层），其中
MLIC-128和MLIC-180的降能片WET分别为2.9 mm
和 2 mm。 利 用 三 次 样 条 插 值（Cubic spline
interpolation）方法 ，通过 MLIC-128 和 MLIC-180 输
出的剂量深度分布曲线分别计算质子束流能量为
70 MeV、100 MeV、130 MeV、160 MeV、200 MeV、
Table 1

2.1

降能片材料

表 1 是 Al 和 PMMA 在本文仿真模型中的计算
WER 值，通过表 1 可以看出，本文计算结果与其他
发表文献计算结果［8］和实测结果［9］有较好的一致
性。由此，
验证了本文基于 Geant4 的仿真计算模型
的正确性。

表 1 Al 和 PMMA 的 WER 计算结果比较
Comparison of calculated Al ’
s and PMMA ’
s WER

质子能量
Energy
/ MeV

Al

PMMA

本文 Geant4
计算结果
Geant4
simulation
results for
this work

参考文献[8]
Geant4 计算结果
Geant4
simulation
results for
reference [8]

参考文献[9]
实测结果
Experimental
results for
reference [9]

本文 Geant4
计算结果
Geant4
simulation
results for
this work

参考文献[8]
Geant4 计算结果
Geant4
Simulation
results for
reference [8]

参考文献[9]
实测结果
Experimental
results for
reference [9]

70

2.001

2.040

—

1.164

1.152

—

100

2.105

2.050

2.123

1.150

1.157

1.174

150

2.119

2.119

2.133

1.159

1.159

1.173

175

2.136

2.112

2.145

1.160

1.171

1.173

200

2.127

2.113

2.139

1.159

1.169

1.172

225

2.126

2.125

2.144

1.163

1.171

1.172

235

2.122

—

—

1.162

1.159

—

束流在三种材料中的深度剂量分布曲线在
235 MeV、
160 MeV、
70 MeV，
分别如图 2~4 所示。
在 235 MeV 条件下，
降能片材料为 Al 的 MLIC
测量精度最大为 5.5%；
而 FR-4 的 MLIC 测量精度为
4%，
PMMA 的 MLIC 测量精度为 3%。
在 160 MeV 条件下，
降能片材料为 Al 的 MLIC
测量精度最大为 6%；而 FR-4 的 MLIC 测量精度为
3%，
PMMA 的 MLIC 测量精度为 2%。
在 70 MeV 条件下，
降能片材料为 Al 的 MLIC 测
量精度最大为 7%；
而 FR-4 的 MLIC 测量精度为 1%，
PMMA 的 MLIC 测量精度为 1%。
2.2

敏感面积

在 235 MeV 条件下，
质子束流在降能片为 FR-4
的 MLIC 第 128 层剂量侧向分布 ，如图 5 所示。在
235 MeV 条 件 下 ，敏 感 面 积 8 cm × 8 cm、12 cm ×

图 2 235 MeV 剂量深度分布曲线及误差曲线
Fig.2 Normalized depth dose curve and deviation of depth
dose curve of proton beam at 235 MeV

12 cm、14 cm×14 cm，降能片材料为 FR-4 的 128 层
MLIC 沿着射程每一层的收集效率如图 6 所示。经
收集效率修正的剂量深度分布曲线及误差曲线如图

06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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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60 MeV 剂量深度分布曲线及误差曲线
Fig.3 Normalized depth dose curve and deviation of depth
dose curve of proton beam at 160 MeV

图 6 MLIC 敏感面积为 8 cm×8 cm、
12 cm×12 cm、
14 cm×
14 cm 时每一层的收集效率
Fig.6 Collection efficiency of the MLIC of each layer in
sensitive area of 8 cm×8 cm, 12 cm×12 cm, 14 cm×14 cm

图 4 70 MeV 剂量深度分布曲线及误差曲线
Fig.4 Normalized depth dose curve and deviation of depth
dose curve of proton beam at 70 MeV

7 所示。敏感面积为 8 cm×8 cm 时，
MLIC 测量精度
为为 9% 左右；
在敏感面积为 12 cm×12 cm 时，
MLIC

图 7 收集效率修正剂量深度分布曲线及误差曲线
Fig.7 Normalized depth dose curve corrected by collection
efficiency and deviation depth dose curve

测量精度为 5%；
敏感面积为 14 cm×14 cm 时，
MLIC

表 2 MLIC-128 和 MLIC-180 射程测量误差
Table 2 Range deviation of MLIC-128 and MLIC-180

测量精度也为 5%。

质子能量
Energy / MeV

射程误差 ΔR90 Difference of R90 / mm
MLIC-128

MLIC-180

70

1.24

0.80

100

2.10

0.90

130

1.07

0.32

160

0.94

0.35

200

0.14

235

−0.46

−0.39

3
Fig.5

2.3

图 5 235 MeV 质子束流侧向剂量分布
Normalized lateral dose distribution of proton beam at
235 MeV

降能片厚度及层数

−0.43

讨论

通过计算结果可以看出，
降能片材料为 PMMA
测量精度最高 ，其次是 FR-4，Al 的测量精度最低。
考虑到 FR-4 是常用的 PCB 制作材料 ，利用 PCB 工
艺可以更容易制作降能片 ，并且 FR-4 和 PMMA 的

在 70 MeV、100 MeV、130 MeV、160 MeV、

MLIC 测量精度相比差异在 1% 左右，
我们选用 FR-4

200 MeV、235 MeV 条 件 下 ，根 据 MLIC-128 和

为 MLIC 制作材料。敏感面积为 14 cm×14 cm 和

MLIC-180 剂量深度曲线，
计算不同能量的射程。计

12 cm × 12 cm 的 MLIC 测 量 精 度 都 为 5%；128 层

算得到的射程与这些能量标准射程的偏差如表 2

MLIC 射程测量精度在±2 mm，
而 180 层 MLIC 射程
测 量 精 度 在 ± 1 mm。 因 此 ，180 层 降 能 片 材 料 为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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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4、
敏感面积为 12 cm×12 cm 的 MLIC 能够满足本
文提出的剂量深度测量精度和射程精度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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