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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治疗前的肝
肿瘤 

简介 

本手册专为接受或考虑

采用 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进行选择性体

内放射治疗（SIRT，又

称放射栓塞）的患者编

制。本手册的目的是为

您提供关于 

 
 
 
 
 
 
 
 
 
 
 
 
 
 
 

 

SIR-Spheres® Y-90 树

脂微球的 电子显微图 

 
 
 
 
 
 

SIR-Spheres Y-90 树
脂微球治疗 6个月后肿
瘤缩小 

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和 SIRT 治疗程

序、可能的副作用的信息，并解答您对这种创

新疗法可能存在的一些有疑问。如果您对 

SIRT 治疗程序有其他疑问，请咨询医生或护

士。医生可以解答您对您的治疗状况可能存在

的各种具体的问题。 

 

什么是 SIRT？什么是 SIR-

Spheres Y-90 树脂微球？ 

SIRT（选择性体内放射疗法）是一种肝

脏肿瘤的的靶向治疗方法，该方法将数百

万个被称为 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

的微小放射性珠子直接传递给肝脏肿瘤。 

 
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的研发始于20世

纪80年代，2002年获得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

已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个医疗中心使

用超过10万剂用于治疗肝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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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T 适合哪些人群？ 

SIRT 只适合肝脏是唯一患病部位或肝脏是主要

患病部位的肝癌患者。SIRT 对肝外肿瘤没有 

疗效。 

 
在采用 SIRT 作为患者的治疗方案之前，医生

还需考虑许多其他因素。最重要的一点是，您

需要有一个足够健康的、肝功能正常的肝。这

通常要通过简单的验血来确定。 

 
谁来执行 SIRT 手术？ 

SIRT 手术由医疗团队执行，包括一位被称

为介入放射科医师的专家，还有其他几位

接受过放射治疗工作培训的专家。 

 

 
可能会堵塞血管（使

血管栓塞），尽可能

降低微球可能进入肝

脏以外部位（如胃或

肠）的几率。您还将

被注入微量放射性染

料或“测试珠”，用于检

查从肝脏流向肺部的

血液量。 

 

假设这些初始检测的

结果可以接受，则确

定 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的剂量。 

 

 

 
 
 
 
 
 
 
 
 
 
 
 
 
 
 
 
 
 

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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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 

 导管 

通道 

治疗团队在进行 SIRT 之前要怎
么做？ 

治疗团队要了解病人以往的癌症史和其他的医治状

况。然后他们会进行一些初步检查，确保病人能够

安全地接受 SIRT 治疗。正常情况下，病人会在意

识清醒的麻醉状态下或全身麻醉状态下接受两次手

术。两次手术都包含一种被称为血管造影的放射学

疗法。 

 
第一次血管造影或绘图的目的是使肝脏准备好接受

SIRT治疗。 在绘图过程中，介入放射科医师 

 

然后在第二次手术中注入 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通常在最初的血管造影完成一到两

周后进行。 

 

如何注入 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 

通常由介入放射科医师在腹股沟附近的股动脉

或手腕附近的桡动脉做一个小穿刺。医生会决

定哪种方法最适合患者治疗方案。然后通过动

脉插入一条被称为导管的小软管直达肝脏。

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通过 

这条导管注入。整个过程大约需要90分钟。您

的医生会跟您讨论手术过程中可能使用的药物

和麻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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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Spheres® Y-90 树脂微
球如何发挥作用？ 

 

 
 
 

 
接受 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治疗
的肝脏肿瘤 

SIRT 使射线（通常用来治疗癌症）经肿瘤

血供直接进入肝脏肿瘤。正常肝脏组织血供

约90%来自门静脉，而肝脏肿瘤约90%血供

来自肝动脉。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经

肝动脉直接靶向作用于肝脏肿瘤，从而使其

他正常肝脏组织受到放射的风险降到最低。 

 

大多数微球的直径约为32微米，约为人体一

根头发宽度的三分之一。这些微球体积小，

可以在肝动脉中通过，但不能通过肿瘤内的

小血管，从而在瘤床永久停滞。 

 
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含有放射性元素

钇-90，在人体组织内可发射出距离相对较短

的β射线。钇-90半衰期约 2.5天；因此大多

数射线（超过97%）会在治疗后的头两周传

递至肿瘤。 

 
由于 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直接传递

给肿瘤，因此相对于传统外照射放疗，SIR-

Spheres Y-90 树脂微球植入肿瘤可给予局部

更大剂量的放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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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Spheres® Y-90 树脂
微球有哪些潜在优点？ 

临床数据显示，与化疗联合使用时，SIR-

Spheres Y-90 树脂微球可以比单独化疗更有

效地缩小患者的肝脏肿瘤，提高生活质量和

延长患者预期寿命。在少数患者中，该治疗

可以使肝脏肿瘤缩到足够小以允许将来手术

切除。此外，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还

被使用在肝脏肿瘤对化疗不再有反应的患者

身上，并成功地缩小了这些肿瘤，延长了患

者生存期。 

科学文献中有许多关于使用  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治疗肝肿瘤的文献。 

 

患者是否必须停止化疗才能
接受 SIRT 治疗？ 

一般情况下，多数患者在 SIRT 手术前都要

停止化疗。但是，肿瘤医生会决定您是否需

要在治疗期间停止化疗。 

患者接受治疗后会发生什么 

事情？ 

在 SIRT 手术完成后，患者需要立即接受扫描检

查，确认 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已注入

患者肝脏。手术结束后，患者还要接受几个小

时的监护，以便让治疗小组确定患者是否存在

任何需要采用额外药物治疗的副作用或并 

发症。 

 
如果您要接受放射性治疗，在SIRT手术后的头

24小时内，需要采取一些简单的预防措施。这

些预防措施包括：上完厕所后彻底洗手；清理

任何溢出的体液，如血液、尿液或大便，并去

厕所处理。 

出院后，我们会向患者提供有关这些预防措施

的详细信息。治疗团队也会定期通过验血和放

射扫描来监测患者的进展情况。 

 
治疗后多久可以出院？ 

根据治疗中心的治疗方案，您可能在手术后4-6

小时或第二天出院。大多数患者在治疗后2-3天

即可恢复正常的日常活动。 

 
 
 
 
 
 
 
 
 
 
 

 

6 www.sirtex.com 7 

http://www.sirtex.com/
http://www.sirtex.com/


www.sirtex.co

m 

 

 
治疗有哪些副作用？ 

几乎所有的治疗和药物都会产生不必要的副作

用。有些副作用可能很轻微，会让您感到不

适，但也有少数副作用可能会很严重。每个人

对治疗的反应都不一样。 

许多患者会出现腹痛和/或恶心，这些症状通

常会在短时间内和/或使用常规药物治疗后得

到缓解。还有许多患者会出现可能持续一周

的轻度发热和持续数周的身体疲倦。为了预

防和尽量减少这些副作用，您可以在治疗过

程中服用其他药物作为预防措施，如止痛

药、消炎药、抗恶心药和抗溃疡药。 

 

会有哪些潜在的并发症？ 

极少数情况下，即使在经验丰富的医生手中，

也有可能会有少量的微球无意中进入身体的其

他器官，如胆囊、胃、肠或胰腺。 

如果 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进入了这些

器官，可能会引起胆囊（胆囊炎）、胃（胃

炎）或肠（十二指肠炎）出现炎症。这些并发

症非常罕见，但如果出现其中一种并发症，通

常都需要接受额外的治疗。治疗团队都会接受

特殊培训，从而将这些风险降至最低，甚至防

止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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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现副作用，需要怎样做？ 

如果您出现副作用，一定要联系您的医生或

护士。您的医生会给您开些药来缓解不适。

虽然副作用很少会危及生命，但一旦出现不

必要的反应，您必须要立即告诉医生。 

我会掉头发吗？ 

从来没有报道称，使用 SIR-Spheres® Y-90 树脂

微球治疗后会出现脱发（秃头）。如果您正在接

受化疗，就可能会导致脱发；但是 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治疗不会导致脱发加重。

有什么我必须避讳的事项吗？ 

如果您怀孕了，就不能接受 SIRT 治疗，治疗

后两个月内也不能怀孕。因为这种治疗可能会

对胎儿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因此，在此期间

必须坚持使用有效的避孕措施。治疗后的头两

周，不可以母乳喂养；这段时间内也不可以挤

奶用奶瓶喂您的宝宝。 

我需要改变饮食吗？ 

不需要。您可以继续正常饮食，也应该这么

做。均衡的饮食，特别补充足够的液体，有助

于您恢复正常的日常活动。关于饮酒，最好咨

询您的医生。 

如何了解其他患者的经历？ 

有许多患者组织为患有特定类型癌症的患者提

供咨询和帮助，此外，还有一个美国患者团

体，专门分享关于 SIRT 治疗和康复的信息并

提供方案。 

他们的详细联系信息如下： 

钇90微球教育与支持（YES） 

网址：www.y90support.org 

Email: info@y90support.org 

电话：877.937.7478（美国专用免费电话） 

钇90微球教育与支持（YES）团队的意见不

代表 Sirtex 的观点，该链接作为一项服务予

以提供，不可被视为对该团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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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tex 致力于肝癌创新疗法的开发，以

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更多信息，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info-ap@sirtex.com 。 

备注 

注意事项：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只能提供给经正式授权或认可的、有能力处理
治疗性医用同位素的机构。本产品具有放射性，因此应按照所有适用的标准和法规进
行处理。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专供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香港、台

湾、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使用。预期用途/用法： 本产品适用于不可手术治
疗的肝癌晚期患者。警告/注意事项：如果不小心将微球注入到非预期的肝脏肿瘤部位，
可能会导致局部辐射损伤和严重的副作用。由于本产品具有放射性，以及原位错置微
球会产生严重后果，必须由完成 Sirtex TEC 技术培训计划的医生植入。建议植入后立
即对上腹部进行 SPECT 扫描。给药后患者可能会立即出现腹痛，并且可能需要止痛。
植入前一天，可以使用胃酸阻断剂，并根据需要继续使用，以减少胃部并发症。副作
用：常见的副作用有发热、肝功能检查轻度至中度异常、腹痛、恶心、呕吐和腹泻。

暴露在强辐射下可能产生的严重影响包括急性胰腺炎、放射性肺炎、急性胃炎、放射
性肝炎和急性胆囊炎。禁忌：SIR-Spheres® Y-90 树脂微球禁止用于合成和排泄性肝功
能检查明显异常的患者中 ；根据 999mTc MAA 扫描估计的肝动脉血流肺内分流不得超
过20%或肺部射线吸收剂量不得超过 30gy。本装置不得植入经血管造影确定具有异常
血管形态的患者体内，这会导致肝动脉血流显著回流至胃、胰腺或肠道。 

有关适应症、禁忌、副作用、警告和预防措施的完整列表，请参考各国家/地区的包装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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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Sirtex Medical Pty. Ltd. 
Shop 6 207 Pacific Highway 
St Leonards NSW 
2065 Australia 
电话：+61 2 9964 8400 
传真：+61 2 9964 8410 
邮箱：info-au@sirt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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