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UJIFILM AMULET 數位式乳房 X光攝影儀品質保證作業之
校驗項目、頻率、結果或誤差容許值 

項次 校驗項目 頻率 結果或誤差值 

1 A 胸壁側邊緣組織評估 

(Missed tissue on 
chest wall edge) 

每週 右：小於或等於 7mm 
左：小於或等於 7mm 

1 B 對比雜訊比 

(CNR) 
每週 基準值的±20%  

1 C 1 shot phantom 感度

一致性 
每週 基準值的±35%  

1 D 幾何變形 
(Geomatric distortion) 

每週 水平方向：基準值的±2% 

垂直方向：基準值的±2%  

1 E 均勻度 

(Uniformity) 
每週 右上 PV 值：基準值的±15% 

左上 PV 值：基準值的±15% 
右下 PV 值：基準值的±15% 
左下 PV 值：基準值的±15% 
右上 SNR 值：基準值的±15% 
左上 SNR 值：基準值的±15% 
右下 SNR 值：基準值的±15% 
左下 SNR 值：基準值的±15% 

1 F 動態範圍 

(Dynamic Range) 
每週 基準值±400QL(參考值：小於或等於

14000 QL)。 

1 G 空間解析度 

(Spatial Resolution) 
每週 2lp/mm：基準值的±6%  

4lp/mm：基準值的±15%  
1 H 低對比偵測度 

(LCD) 
每週 LCD(黑)：大於基準值-14% 

LCD(白)：大於基準值-14% 
1 I 射束品質穩定性 每週 QL gap (一~二階)：基準值的±50QL 

QL gap (二~三階)：基準值的±50QL 
QL gap (三~四階)：基準值的±50QL 
QL gap (四~五階)：基準值的±50QL 

2 Good Practice 每週 目測檢視 
3 影像品質評估 

(ACR Phantom) 
每週 影像中間黑化度：1.4±0.2 

黑化度比較(disk/disk 外)：大於或等於 0.4
及基準值的±0.5 
纖維：大於或等於 4 
鈣化：大於或等於 4 
腫塊：大於或等於 3 



4 印片機品質評估 

(Printer Quality 
Control) 

每週 依印表機廠商品保程序所建議的標準或依

以下標準：MD 與 DD 值應在其基準值

±0.15 範圍內、B+F 值應在其基準值±0.03
範圍內。 

5 螢幕品質評估 

(Monitor Quality 
Control) 

每週 依印表機廠商品保程序所建議的標準或依 

以下標準： 

(一)主要螢幕: 最大亮度值(Lmax)是符合

螢幕廠商提供的規格。 

(二)次要螢幕: 0%訊號區裡面的5%的訊 

號與100%訊號區裡面的95%的訊號 

要看的清楚，而且0%到100%的每個 

灰階都能清楚辨識出來。 

(三)數字與字母是明顯清晰的。 

(四)在水平與垂直的方向，在影像中間與 

角落的高對比線對圖樣是要可以辨識 

的。 

6 重照率分析 
(Repeat Analysis) 

每季 總重照片率或總廢片率與上一次分 
析的差異不可大於 2%。 

7 壓迫裝置評估 
(Compression device 

confirmation) 

半年 最大壓迫力：111N-200N (25~45lbs) 

8 閱片環境評估 
(viewing conditions) 

每年 閱片箱亮度：大於或等於 3500cd/m2 
室內照度：小於或等 50lx 
印片機：所列印出來的 QC 測試圖的線必

須是直、線不能錯位、不可以有假影、距

離變不超過 1%及沒有影像臨床判讀的假

影產生。 
螢幕：依印表機廠商品保程序所建議的標

準或依以下標準： 

(一) 0%訊號區裡面的5%的訊號與100%訊

號區裡面的95%的訊號要看的清楚，而且0%

到100%的每個灰階都能清楚辨識出來。 

(二)數字與字母是明顯清晰的。 

(三)在水平與垂直的方向，在影像中間與 

角落的高對比線對圖樣是要可以辨識的。 

9 影像基本測試 

(Image Basic test) 
 

每年 S值：基準值的±40% 



10 壓迫裝置評估 
(Compression device 

confirmation) 

每年 厚度準確性：±5mm 
壓迫力準確性：±20N 或更少 
最大壓迫力：111N-200N 

11 A 殘影測試 
(Additive lag effect，

Lag) 

每年 Lag 值：小於或等於 75QL 

11 B 鬼影測試 
(Multiplicative Lag 

effect ,Ghost) 

每年 Ghost 值：小於 0.045 

12 空間解析度(放大攝影) 
Spatial resolution 
(Magnification) 

每年 MTF(4lp/mm)：基準值的±12% 
MTF(8lp/mm)：基準值的±15% 

13 A 管電壓準確度與再現

性 
每年 Low kV (LFS)：指定 kVp±1 

Mid kV (LFS)：指定 kVp±1 
High kV(LFS)：指定 kVp±1 
Low kV (SFS)：指定 kVp±1 
Mid kV (SFS)：指定 kVp±1 
High kV(SFS)：指定 kVp±1 
Mid kV 再現性(LFS)：±0.5kVp 
 

13 B 半值層 
(HVL) 

每年 Mo/Mo：大於 kVp/100 
Mo/Rh：大於 kVp/100 
W/Rh：大於 kVp/100 

13 C 輻射輸出 
(Radiation Output) 

每年 再現性變異係數：小於或等於 0.05 
空氣克馬值：大於或等於 2.7mGy/s 
指定輸出：大於或等於 9uGy/mAs 

13 D 準值儀評估 
(Collimator 
Assessment) 

每年 光照野和輻射照野在左側和右側邊緣的總

差異以及前側邊緣和胸壁側邊緣之總差異

皆不可超過2%SID。 
胸壁側的輻射照野必須超過影像接收器邊

緣，且輻射照野與影像接收器於三個(左、

右、前側)邊緣之差異皆不可超過2% SID。 
輻射照野與攝影台之間的間隙應小於或等

於5mm。 
 

14 A AEC 再現性 每年 空氣克馬準確度：小於等於平均值±15% 
空氣克馬再現性變異係數：小於或等於

0.05 



14 B CNR modes 1 to 3 每年 20mm：大於 105%或等於基準值 
40mm：大於 95%或等於基準值 
60mm：大於 63%或等於基準值 
70mm：大於 60%或等於基準值 

14 C AGD modes 1 to 3 每年 20mm：小於或等於 1.0mGy 
40mm：小於或等於 2.0mGy 
60mm：小於或等於 4.5mGy 
70mm：小於或等於 6.5mGy 

14 D AGD modes 1 to 3 for 
ACR phantom 

每年 小於或等於 3m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