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德堡重离子与质子治疗中心（HIT）
质子与碳离子放疗 

针对特定癌症的高精度疗法

HIT通过创新且温和的质子与重离子放疗，拓宽了癌症治疗的选择面。离子在加速到极
高的速度后精准地射入肿瘤，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保护周围组织免受伤害。这种疗
法为重要组织周围的肿瘤和体内深处的肿瘤提供了治疗的可能性。

HIT治疗的癌症例举：
• 唾液腺癌
• 颅底或骨盆脊索瘤/软骨肉瘤
• 前列腺癌
• 脑肿瘤
• 复发性直肠癌
• 儿童肿瘤

HIT在患者治疗方面有以下优势：
• 每年接收超过700位患者，有着丰富的治疗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经验
• 超过95%的患者作为门诊病人接受治疗
• 单次治疗时间短：治疗持续几分钟到最长60分钟
• 严谨的控制流程保证了治疗中毫米级的最高精度
• HIT与德国国家肿瘤中心（NCT）相连，患者可以在临近的医疗大楼里接受其他必要的治疗，例如联

合化疗。

 

医学的最高标准
作为领先的医疗中心，海德堡大学医院的40多个科室以国际最高标准为患者提供所有专
科领域的医疗服务，尤其是针对肿瘤和其他复杂疾病的治疗。

我们的优势专科：
• 高端肿瘤治疗
• 质子与碳离子治疗
• 心血管医学
• 神经内科、神经外科
• 代谢与激素紊乱
• 骨科手术、伤科
• 妇科
• 儿科

海德堡大学医院欢迎国际患者
世界级的癌症与复杂疾病的治疗

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曾任职于著名的海德堡大学    |   包括质子与重离子
治疗在内的最先进的技术和疗法    |   距法兰克福国际机场仅45分钟车程

治疗/预约问询

若患者对前来海德堡大学医院就诊感兴趣，需提供以下文件给医院的医学专家：
• 必要文件：最新的医疗报告
• 放射科医生对CT/MRI/其他影像的诊断报告（视病症而定）
• DICOM格式的CT/MRI/其他影像（视病症而定）
• 其他可用的报告，例如病理报告、检验科报告

如需发送患者信息和病例报告，请登录以下网站：
www.heidelberg-university-hospital.com
www.heidelberg-university-hospital.cn

对于中国患者的服务
• 由科室主任和最有经验的专家进行治疗
• 可安排海德堡大学医院认证的中德翻译员；所有医生都能说流利的英语
• 提供英文的医疗报告；可提供最终报告的中文翻译版本（翻译费用不包括在医院报价中）
• 对于住院病人：配置舒适的病房（住院费包括在医院报价中）
• 对于门诊病人和陪护人员：有众多不同价位的各类酒店和公寓可选择 ( 住宿费用不包括在医院报价中）
• 签证邀请函（需先支付医疗预付费用）
• 可安排往返法兰克福国际机场的接送机服务

联系方式
Heidelberg University Hospital
International Office
Im Neuenheimer Feld 400
69120 Heidelberg, Germany

io.cn@med.uni-heidelberg.de www.heidelberg-university-hospital.cn

海德堡城市—德国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以浪漫的城堡与老城著称！

    43个医学部门

           2000张住院床位
1万零400名员工，其中包括1700位教授和医生

       110万门诊人次
   12万4千住院及日间病人人次

基础数据一览（2017年度）

大学医院的以下特点保证了有效的诊断和治疗：
• 经验丰富的高素质医护人员，其中包括众多国际知名教授
• 最先进的技术设备
• 不同科室专家间的多学科合作
• 科研成果到临床实践的快速转化
• 以现行标准和持续的质量保证措施为基础的治疗

www.heidelberg-university-hospi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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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Uta Merle教授，MD（代理科室主任）  
胃肠科，传染病科与中毒救治科 
肝炎，遗传性肝病，代谢性肝病，脂肪性肝
炎，肝硬化及并发症，肝衰竭，肝移植，介入
性内镜，消化功能紊乱，腹泻，慢性炎症性肠病
（CED）的个体化治疗 

22. Carsten Müller-Tidow教授，MD 
血液，肿瘤与风湿病科 
骨髓与干细胞移植，急慢性白血病，淋巴瘤，多
发性骨髓瘤，骨髓增生综合征，骨髓增生异常，
骨肉瘤，软组织肉瘤 

23. Peter Nawroth教授，MD 
内分泌代谢科 
甲状腺与甲状旁腺疾病，包括垂体腺瘤在内的内
分泌肿瘤，包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在内的代谢疾
病，骨质疏松，高血压 

24. Peter K. Plinkert教授，MD 
耳鼻喉科，头颈外科 
头颈部恶性肿瘤的手术治疗，包括激光切除与颅
底手术，鼻整形术，鼻矫正术，功能性内窥镜鼻
窦手术（FESS），唾液腺的内镜与微创手术，
植入式助听器，耳蜗植入 

25. Johannes Pöschl教授，MD 
新生儿科 
极小的早产儿与新生儿先天畸形的治疗，基于
家庭为中心培育理念的协调护理，婴幼儿睡眠
实验室 

26.  Gerhard Schmidmaier教授，MD 
创伤科 
创伤，包括多发性创伤，因例如错位、骨缺损、
感染以致骨折愈合中断情况下的重建手术，翻
修手术  

27. Christof  Sohn教授，MD 
妇产科综合医院 
乳腺癌，子宫与卵巢的疾病与恶性肿瘤，下腹部
的微创手术，产前诊断与高危妊娠，包括盆腔底
重建在内的妇科泌尿学

28. Thomas Strowitzki教授，MD 
妇科内分泌与生育障碍科 
生殖医学（例如体外受精IVF，卵胞浆内单精子
显微注射技术ICSI，睾丸精子提取术TESE，卵
母细胞体外成熟IVM，囊胚培育，胚胎镜，极体
活检），子宫内膜异位症，包括输卵管与纤维瘤
手术在内的生育手术，内分泌紊乱，多囊卵巢综
合症，生育功能保护 

29. Michael Thomas教授，MD 
海德堡胸科医院，胸部肿瘤科 
胸部恶性肿瘤的治疗，复杂的多重模式治疗，创
新的系统性治疗（分子靶向，肿瘤免疫学），寡
转移疾病的管理，胸部恶性肿瘤的新型诊断法 

30. Andreas Unterberg教授，MD 
神经外科 
脑部、颅底与脊髓肿瘤，血管畸形，脊柱与脊髓
的复杂手术，运动失调的深部脑刺激，小儿神
经外科 

31. Norbert Weidner教授，MD 
脊髓损伤中心 
针对急慢性创伤性与非创伤性脊髓损伤的全面
治疗 

32. Markus Weigand教授，MD 
麻醉科（包括疼痛中心） 
包括局部麻醉在内的高科技麻醉，重症监护，败
血症，急慢性疼痛治疗，围术期超声，复苏技
术，睡眠呼吸暂停的治疗，术后谵妄的治疗 

33. Wolfgang Wick教授，MD 
神经内科/神经肿瘤科 
中风的预防与治疗，多发性硬化症，帕金森病，
癫痫，对于神经系统严重失调的重症监护，针对
脑肿瘤的分子诊断检测、实验性治疗与化疗 

34. Hauke Winter教授，MD 
海德堡胸科医院，胸外科 
针对成人与儿童肺、气管、纵隔与胸壁（包括漏
斗胸）的良恶性疾病的胸外科手术治疗 

14. Georg F. Hoffmann教授，MD 
儿科，代谢科，胃肠病科，肾病科，神经科 
代谢紊乱，内分泌疾病，糖尿病，神经失调，发育
障碍，癫痫（包括癫痫手术），肾脏疾病 （包括
肾脏移植） 

15. Markus Hohenfellner教授，MD 
泌尿科 
前列腺癌，肾细胞癌，泌尿生殖系统癌症，小儿泌
尿系统肿瘤，机器人、腹腔镜与超根治性肿瘤手
术，重建术，尿路结石治疗，尿失禁治疗 

16. Dirk Jäger教授，MD 
国家肿瘤中心（NCT），医学肿瘤科 
对于各类型肿瘤治疗的跨学科协作，肿瘤领域的创
新和现代的治疗理念 

17. Matthias Karck教授，MD 
心脏外科 
心脏不停跳冠脉手术，心脏瓣膜修复，大动脉手
术，马方综合症病人的心脏手术 

18. Hugo Katus教授，MD，FESC（欧洲心脏病学会
会员），FACC （美国心脏病学会会员）  
心脏内科，血管内科与呼吸科 
心衰，心肌病，介入心脏病学，经皮瓣膜置换，血
管介入医学，电生理学，心脏MRI，心脏CT 

19. Hans-Ulrich Kauczor教授，MD 
放射诊断与介入放射科 
影像诊断技术与影像指导下的介入治疗，例如对于
肝、肾、肺、乳房、子宫、心血管、肿瘤（栓塞，
消融）的诊断与治疗 

20. Andreas Kulozik教授，MD，PhD 
小儿肿瘤科，血液病与免疫疾病科 
儿童与青少年的白血病与癌症，先天性造血疾病与
免疫缺陷病，骨髓移植，儿童青少年的严重肺部
疾病 
 
 
 

世界级医生- 您获得前沿医疗服务的保证
海德堡大学医院科室主任和临床医疗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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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rd U. Auffarth教授，MD，PhD，FEBO（欧
洲眼科协会会员） 
眼科 
白内障手术，飞秒激光辅助的白内障手术，高级
人工晶体植入，屈光手术，准分子激光原位角
膜磨镶术（LASIK），准分子激光上皮下角膜磨
镶术（LASEK），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
透明晶体置换术（CLE），角膜疾病，角膜移
植，角膜后弹力层剥除内皮移植术（DMEK），
角膜后弹力层剥除自动板层刀角膜内皮移植术
（DSAEK），葡萄膜炎，青光眼手术，视网膜
手术，神经眼科学 

2. Martin Bendszus教授，MD 
神经放射科 
脑动脉瘤、脑血管畸形及脑血管狭窄的血管内治
疗，治疗脑、脊柱及外周神经疾病的前沿磁共
振技术 

3. Dittmar Böckler教授，MD 
血管外科 
大动脉手术，颈动脉手术，外周血管搭桥术，外
周动脉闭塞性疾病，静脉血栓切除术，杂交手术 

4. Markus W. Büchler教授，MD 
普外科，腹部外科和移植外科 
胰腺手术，结直肠手术，微创手术，内分泌外
科，肥胖及代谢病外科，肝肾移植，肝脏手术 

5. Jürgen Debus教授，MD，PhD 
肿瘤放射及放疗科 
常规放疗，质子与重离子治疗，肿瘤断层放
疗，调强放疗（IMRT），影像引导放射治疗
（IGRT），放射手术，立体定向分割放疗，近
距离放疗，术中放疗，赛博刀 

6. Alexander Enk教授，MD 
皮肤科 
皮肤外科，静脉手术，皮肤肿瘤与自体免疫病的
治疗，过敏性疾病，黑色素瘤的实验性治疗，以
及皮肤组织病理学 

7. Volker Ewerbeck教授，MD 
骨科与骨外科 
关节置换，关节镜手术，脊柱手术，骨与软组
织肉瘤，肩关节手术，足部手术，小儿骨科，
手外科 

8. Matthias Gorenflo教授，MD 
小儿心脏科，先天性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缺陷，专门的小儿心脏病重症监护
室，配置有旋转血管造影/MRI/心脏CT的心导 
管室 

9. Patrick Günther，MD 
小儿外科 
新生儿手术，先天性肛门直肠畸形，胃食管返
流，儿童实体肿瘤， 血管瘤 

10. Uwe Haberkorn教授，MD 
核医学科 
诊断性PET扫描，甲状腺疾病、神经内分泌肿
瘤、前列腺癌的诊断与治疗 

11. Felix J. F. Herth教授，MD，FCCP（胸科医师
协会会员） 
海德堡胸科医院，呼吸科 
所有类型的肺部疾病的诊断，介入呼吸病学，
内镜肺减容术，肺高压，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哮喘，肺纤维化，肺部罕见疾病，
长期机械通气，呼吸机撤离 

12. Wolfgang Herzog教授，MD 
身心医学科 
神经性进食障碍，身体形式症，心身障碍 

13. Jürgen Hoffmann教授，MD，DMD，PhD， 
FEBOMFS 
( 欧洲口腔颌面外科协会会员） 
口腔与颌面外科 
肿瘤外科手术（口腔、面部皮肤与颅底），面部
整容/重建手术，移植术，畸形矫正术，颅面手
术，血管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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