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GE Healthcare 

 

 

Senographe Pristina 

Senographe Pristina 3D 

品質保證作業程序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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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X 光防護 
 

 
若未正確使用，X 光設備可能會造成傷害。因此，在您將本設備上線運作之前，您的責任是

確保所有會使用到設備的人員仔細閱讀並徹底瞭解本文所包含的指示說明。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Healthcare Technologies 將會樂於協助並合作將本設備交付使用。 

雖然本設備採用特定的高階保護措施來防護非實用射束外的 X 放射線，但任何設備都沒有

任何可行設計能提供防止所有潛在傷害的完整保護。任何可行設計亦無法迫使操作人員採取

充分預防措施，以防止任何人員使自己或他人不慎曝露於放射線中的可能性。 

必須僅由受過適當訓練，並充分知悉美國輻射防護與度量委員會 (National Council on 

Radiation Protection and Measurements，其地址為 7910 Woodmont Avenue, Room 1016, 

Bethesda, Maryland 20814)在 NCRP 期刊的 NCRP 報告中提供，以及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ation Protection)所公佈之建議事項的人員，來處理任何與 X

光放射線相關的事宜。採取必要步驟以避免受傷，是您的義務和責任。 

本設備是基於瞭解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Healthcare Technologies、其代理商和代表，不

對任何因不當使用設備所造成的受傷或損害負任何責任的前提而銷售。提供各種不同的保護

材質和裝置。建議應依據您場地的臨床實務來使用這類材料或裝置。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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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1 適用性 

本作業程序書是乳房攝影機構的品質保證計劃的其中一項要件。 

 

 

若想將系統維持在最佳的檢查攝影模式，必須依據本作業程序書中相關章節所詳列的排程，

定期執行規劃的維護保養流程和品質保證檢查。此外，務必遵守您當地的規劃維護保養流程

和品質保證流程。 

 

2 不同類型警告的定義 

本作業程序書內的各種不同安全性和注意須知，其定義如下： 

 

 

代表若未能避免，將會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的緊急危險情況。 

 

 

代表若未能避免，將會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的可能危險情況。 

 

 

代表若未能避免，將會導致輕微或中度傷害的可能危險情況。 

 

 

用來防止操作人員對物品造成損害的指示說明。 

註：用來促使注意操作人員必知事項之相關資訊。 

 

3 如何訂購紙本 

您可以免費訂購紙本品管手冊： 

請將申請寄給您的銷售或維修代表，並註明品管手冊零件號碼(5762778-8EN)。他們會將您的申請

轉至 CEMEURDIST@med.ge.com。 

在歐盟地區，依據使用醫療裝置之電子指示說明的歐盟委員會規範，會在七個工作日內處理您的

申請。 

 

 

 

小心 

危險 

警告 

小心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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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何在網站上存取電子版本手冊 
在以下網址提供品管手冊： 

http://apps.gehealthcare.com/servlet/ClientServlet?REQ=Enter+Documentation+Library 

 

註：使用者的電腦必須安裝檔案壓縮/封存(壓縮/解壓縮)工具。 

若想存取： 

1. 在首頁的搜尋欄位中，輸入手冊代碼(QC_5762778-8)。 

5762778-8 是位於文件標題右半部的手冊識別碼。 

2. 按一下[搜尋]以開始搜尋。 

 

 
 

3. 在加底線的檔案名稱上按一下。 

4. 在下個視窗中，按一下[接受]以檢視檔案。 

5. 從 zip 檔案中，選擇您的語言(英文)。 

 

5 法律資訊 

 

5-1 版權資訊 

所有授權軟體皆受美國版權法，以及適用的國際條約所保護。 

 

5-2 商標資訊 

• GE、GE Monogram 和 Senographe Pristina 是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之商標或註冊商標。 

• Microsoft 和 Windows 為 Microsoft Corporation 之商標或註冊商標。 

• 所有其他產品名稱和標誌，皆為其各自擁有者之商標或註冊商標。 

 

6 法規考量事項 

遵守美國乳房攝影品質標準法案(MQSA)的機構，必須依循 Senographe Pristina 擷像系統品管手冊

文件中的流程。若未能遵守這些品質保證流程，可能造成受美國法規規範的機構喪失 MQSA 認

證。 

 

7. 本手冊之範圍 

本作業程序書說明應對 Senographe Pristina FFDM 系統實施的品管測試和流程。 

若使用洗片機搭配 Senographe Pristina 來製作紙本影像，請遵循裝置製造商所開發的品管計劃，以

確保輸出影像的品質。請參考洗片機操作作業程序書，或是洗片機製造商所提供的輔助說明文件。 

搜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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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手冊概要 

本品管(QC)作業程序書包括三個主要部分： 

1. Senographe Pristina 醫事放射師的品管測試 

2. Senographe Pristina 醫學物理師的品管測試 

3. Senographe Pristina 指南 二 

品管測試章節說明測試流程、測試頻率和採取行動之準則與修正措施時間。為數位乳房攝影專用測

試提供詳細的流程導引和用來記錄結果的表格。本作業程序書不再詳述已在傳統底片機構中採用

的標準品管流程。在現有乳房攝影品管作業程序書和指導文件，像是美國放射學院所發佈的乳房攝

影品管作業程序書、歐洲乳癌篩檢和診斷的品質保證指導方針，或是 IAEA 數位乳房攝影品質保證

計劃中，提供逐步流程導引和用來記錄這些測試結果的表格。 

指南 二章節包含測試流程的建議，以及使用者資訊的補充素材。會在品管測試各節的適當重點處

提供對於本節的參照。 

 

9 相關出版品 

表 1 Senographe Pristina 的相關出版品 

技術性刊物 零件號碼 修訂版次 

操作手冊 5762778-899 1 

品管手冊 5762778-1-899 1 

維修手冊 5729305-1-8EN 1 

 

10 修訂記錄 

本表刻意以英文表示。 

日期 參考資料 修訂版次 主要修改 

2016 5762778-8EN 

Senographe Pristina 品管手冊 

1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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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非年度(醫事放射師)品管測試 
 

1 介紹 

品管測試是一項確認 Senographe Pristina 系統能依其設計標準運作的簡單檢查。測試是設計用來偵

測設定值中是否有任何可能損及影像品質的改變，以及設備效能隨著時間出現任何劣化情況。 

 

2 品管測試、頻率和修正措施時間之總結摘要 

在測試說明中具體規定品質保證流程的最低頻率和修正措施時間。下列表格總結摘要本資訊。 

 

程序 頻率 修正措施時間 

1 螢幕清潔 每日 在臨床使用之前 

2 閱片箱及閱片環境測試 每週 在臨床使用之前 

3 影像均勻度和不良像素測試* 每週 在臨床使用之前 

4 IQST 測試* 每週 在臨床使用之前 

5 ACR 假體分數 每週 在臨床使用之前 

6 擷像工作站螢幕檢查 每月 在 30 天內 

7 AOP 模式和訊雜比檢查* 每月 在臨床使用之前 

8 目視檢查清單 每月 在臨床使用之前 

9 重照分析檢查 每季 在 30 天內 

10 壓迫力測試 每半年 在臨床使用之前 

 

*自動化測試 

請參考「指南 一」，以瞭解關於品管測試應用的額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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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測試皆適用 

3-1 如何透過 IQTools 介面開始測試 

自動化造影測試是透過 IQTools 介面提供。 

若想實施這些測試，請依下列方式進行： 

 

1. 選擇您想要執行的測試，按一下工具圖示 ，並在功能表中選擇 IQTools。畫面左側會顯示

測試清單。 

2. 在某個測試上按兩下，以開始流程。 

3. 依畫面和下列各段落的指示說明操作。 

4. 請參考本作業程序書的下列部份，以尋找每種測試所需要的資訊。 

 

3-2 如何執行曝露 

若想瞭解如何執行曝露，請參考操作作業程序書中的檢查作業指南 一。 

 

3-3 測試結果運用 

3-3-1 記錄表單 

本作業程序書提供可用來追蹤已執行測試，以及記錄測試結果的表格。 

3-3-2 品管資料檔案匯出 

若需要進一步分析，可將均勻照野、調制轉換函數、AOP 和訊雜比測試的資料，以文字檔案格式

匯出至 CD-R 或 USB 隨身碟。 

1. 插入 CD-R 或 USB 隨身碟。 

2. 在畫面左半部，開啟匯出項目，並選擇： 

- 匯出至 CD-R，或 

- 匯出至 USB。 

匯出的檔案包含測試的資料。 

3. 若想開啟檔案，請使用文字處理應用程式。 

3-3-3 品管資料歷史記錄 

若想檢視之前的測試結果： 

1. 按一下 IQTools 功能表中的「History」。 

2. 選擇一個測試，以顯示不同的攝影模式(若有)。 

3. 在攝影模式上按兩下。 

會在右邊顯示結果清單。 

4. 在清單項目上按兩下，以顯示相對應的結果。 

 

3-4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若測試或部份測試未通過，請在該特定測試所定義的時間內找出問題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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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擷像工作站螢幕清潔 
 

1 目的 

保持螢幕螢幕無任何灰塵、指印及其他污點，以確保良好的影像閱片環境。 

 

2 頻率 

每日。 

 

3 所需設備 

超細纖維布。 

 

4 必要條件 

必要時，利用清水或乙醇(最高濃度 96%)沾溼軟布。 

 

 
為避免損壞設備，請勿讓液體進入設備中： 

- 切勿讓液體進入設備的內部零件。 

- 請勿直接對設備噴灑清潔噴霧或液體：請務必使用以符合製造商指示說明的噴霧或液體沾

濕的乾淨布料，來清潔這些產品。 

 

 
為避免損壞設備或受傷的可能性： 

- 請勿使用高溫。 

- 使用合適的衛生用品。請查閱本作業程序書中的建議衛生清潔產品的清單。 

- 在開始每次新檢查之前，請清潔、消毒、清洗和烘乾任何與病患一般的零件。 

 

5 程序 

註：使用表單表格 02 - 檢查清單來記錄測試結果。 

1. 檢查螢幕，以確認它無任何灰塵、指印和其他污點。 

2. 若前面板髒污，請使用超細纖維布加以清潔。必要時，利用清水或乙醇(最高濃度 96%)沾溼軟

布。請立即清除任何清潔劑水滴；長時間一般可能會造成表面褪色。若需要清潔外殼，請使用

超細纖維布，必要時可以清水或乙醇沾濕。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螢幕不可有灰塵、指印及其他污點。 

請在任何進一步臨床使用之前採取修正措施。 

若無法有效清潔螢幕，請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 

小心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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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 閱片箱和閱片環境測試 
 

1 目的 

為確保良好的影像閱片環境，請保持： 

- 閱片箱不得有灰塵、指印及其他污點， 

- 最佳化的閱片環境。 

 

2 頻率 

每週。 

 

3 所需設備 

超細纖維布。 

 

4 必要條件 

無。 

 

5 程序 

註：使用表單表格 02 - 檢查清單來記錄測試結果。 

 在現有乳房攝影品管作業程序書和指導文件，像是 1999 年美國放射學院乳房攝影品管作業程序書，或是 

 IAEA 數位乳房攝影品質保證計劃中，提供本測試的逐步流程導引。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閱片箱不得有灰塵、指印及其他污點。 

閱片室內不得有任何過亮光源，或從閱片箱表面反射的亮光。 

若無法達到這些結果，請在任何進一步的臨床使用閱片箱之前找出問題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建議

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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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影像均勻度和不良像素(均勻照野)測試 

 

1 頻率 

每週。 

 

2 目的 

檢查整體影像接收器的訊號和雜訊均勻度。 

檢查是否有任何未修正的接收器瑕疪元件。 

註：若臨床上使用放大攝影，應測試放大攝影模式。 

 

3 所需設備 

Senographe Pristina 系統附的均勻照野假體(24 公分 x 29 公分)。 

 

4 必要條件 

- 為避免錯誤結果，壓克力必須清潔且無任何瑕疵。 

- 為了讓接收器溫度穩定，在執行任何與接收器影像品質相關的測量之前，需至少將系統電
源開啟 10 分鐘。 

 

5 程序 

註：使用表單表格 02 - 檢查清單和表格 03 - 影像均勻度和不良像素(均勻照野)測試來記錄測試
結果。 

1. 確認在執行測試之前，已至少將接收器暖機 10 分鐘。 

2. 在 IQ tool 的左側功能表中開啟均勻照野測試。 

3. 為下列攝影模式執行測試： 

• 2D 一般模式 鉬/鉬(鉛柵) 

• 2D 一般模式 銠/銀(鉛柵) 

若臨床上使用 Mag 1.5： 

• 2D 1.5 放大模式 鉬/鉬 

• 2D 1.5 放大模式 銠/銀 

若臨床上使用 Mag 1.8： 

• 2D 1.8 放大模式 鉬/鉬 

• 2D 1.8 放大模式 銠/銀 

4. 依畫面的指示操作： 

- 移除壓迫板。 

- 確認影像接收器和乳房支撐物的表面清潔。 

- 插入必要的乳房支撐物(一般攝影模式為移動式鉛柵、放大攝影模式為 Mag 1.5 或 Mag 1.8

放大裝置)。 

- 確認均勻照野假體清潔，且無刮痕或其他瑕疪： 

  a.清潔或視需要更換假體。 

  b.若假體邊緣附近有刮傷或重大缺陷，請嘗試重新調整假體方位，讓瑕疪部份位於影像
接收器的 FOV 範圍之外。在重新調整假體方位之後，確認它仍能涵蓋整個 FOV。 

- 將均勻照野假體放置在乳房支撐物上。 

- 確認： 

➢ 已將準直儀開啟至最大可用照野尺寸。 

➢ 旋轉臂角度為零度。 

➢ 均勻照野假體完全覆蓋 FOV。 

➢ 進行兩次曝露。 

➢ 稍微移動乳房支撐物上的均勻照野假體。 

➢ 進行第三次曝露。 

在測試結束時，畫面會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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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所有測試都必須通過。 
每種模式的採取行動之準則為： 
 
2D 一般模式 鉬/鉬(鉛柵)： 

測試 LSL USL 
亮度不均勻度 NA 10 
訊雜比不均勻度 NA 50 
高頻調變 NA 0.8 
不良像素 NA 90 
不良 ROI NA 0 
不良像素圖檢查 通過 

 
2D 一般模式 銠/銀(鉛柵)： 

測試 LSL USL 
亮度不均勻度 NA 10 
訊雜比不均勻度 NA 50 
高頻調變 NA 0.8 
不良像素 NA 90 
不良 ROI NA 0 
不良像素圖檢查 通過 

 
2D 1.5 放大模式 鉬/鉬： 

測試 LSL USL 
亮度不均勻度 NA 10 
訊雜比不均勻度 NA 50 
高頻調變 NA 0.8 
不良像素 NA 90 
不良 ROI NA 0 

 
2D 1.5 放大模式 銠/銀： 

測試 LSL USL 
亮度不均勻度 NA 10 
訊雜比不均勻度 NA 50 
高頻調變 NA 0.8 
不良像素 NA 90 
不良 ROI NA 0 

 
 
2D 1.8 放大模式 鉬/鉬： 

測試 LSL USL 
亮度不均勻度 NA 10 
訊雜比不均勻度 NA 50 
高頻調變 NA 0.8 
不良像素 NA 90 
不良 ROI NA 0 

 
2D 1.8 放大模式 銠/銀： 

測試 LSL USL 
亮度不均勻度 NA 10 
訊雜比不均勻度 NA 50 
高頻調變 NA 0.8 
不良像素 NA 90 
不良 ROI NA 0 

 
若測試結果顯示未通過測試，檢查是否符合所有測試條件，並重新進行測試。 
若在 10 分鐘暖機期間之後仍未通過測試，可提供額外 20 分鐘的暖機時間(共 30 分鐘)，然後重新
進行測試。若系統仍未通過測試，請在任何進一步的臨床使用前找出問題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建
議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在表單表格 03 - 影像均勻度和不良像素(均勻照野)測試中註明測試通過或
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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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 IQST 測試 

1 目的 

測試是設計用來檢查： 

- 在 2 lp/mm 和 4 lp/mm 的調制轉換函數(MTF)值符合規格。 

- 整組影像接收器的解析度均勻度符合規格。 
 

2 頻率 

每週。 

 

3 所需設備 

Senographe Pristina 系統附的 IQST 假體。 

 

4 必要條件 

只有在成功完成影像均勻度測試之後，才能進行測量(03-影像均勻度和不良像素(均勻照野)測試)。 

- 為避免錯誤結果，IQST 裝置必須清潔且無任何瑕疵。 

- 為了讓接收器溫度穩定，在執行任何與接收器影像品質相關的測量之前，需至少將系統電
源開啟 10 分鐘。 

 

5 程序 

註：使用表單表格 04 - IQST 測試來記錄測試結果。 

1. 在 IQtool 的左側功能表中開啟 IQST 測試。 

2. 在 IQST 一般模式上按兩下，以執行測試。 

3. 按照畫面的指示操作。 

• IQST 一般模式： 

- 移除壓迫板。 

- 將 IQST 假體安裝在移動式鉛柵上。 

- 確認準直儀格式設為最大可用 FOV。 

- 執行一次 2D 曝露。 

4. 在測試結束時，畫面會顯示結果。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如果符合下列條件，即算系統通過調變轉換函數測量測試： 

- 2 lp/mm 時的平行調制轉換函數>49% 

- 4 lp/mm 時的平行調制轉換函數>18% 

- 2 lp/mm 時的垂直調制轉換函數>49% 

- 4 lp/mm 時的垂直調制轉換函數>18% 

- 解析度均勻度<30% 

若測試結果顯示未通過測試，檢查是否符合所有測試條件，並重新進行測試。 

 

若接收器已至少暖機 10 分鐘，但未超過 30 分鐘，可提供額外 20 分鐘來為接收器暖機(總共 30 分

鐘)，然後重新進行測試。 

若系統仍未通過，請在任何進一步臨床使用之前，先聯絡您的 GE 維修工程師。 

在表單表格 04 - IQST 測試中註明測試通過或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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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ACR 假體分數 

 

1 目的 

測試是設計用來確保接收器所擷取的影像，以及顯示在擷像工作站螢幕和洗片機上的影像品質一

致且適當。只有在醫療院所用來輸出影像並進行診斷閱片時，才需要進行洗片機 ACR 分數測試。 

 

註：本測試所需要的影像，是使用 Senographe Pristina 的手動模式擷取。測試是為了檢查接收器和

螢幕次系統在獨立於 AOP 自動曝露控制系統運作時，是否能維持一致性。AOP 的運作是在第 21

頁的醫事放射師測試 07 - AOP 和訊雜比檢查小節中檢查。使用者可斟酌使用下列一種或多種 AOP

模式和適用的流程，以擷取和分析額外的影像。雖然這些額外影像對某些使用者而言可能有意義，

但它們並非這些品管測試的必要部份，因此不提供任何採取行動之準則。 

 

2 頻率 

每週。 

 

3 所需設備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請參考「指南 一」1-1 節的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 

 

4 必要條件 

只有在成功完成影像均勻度和不良像素(均勻照野)測試之後，才能執行本測試。 

只有在成功完成洗片機的每日品管測試之後，才能執行洗片機的 ACR 分數測試。 

 

註：為避免錯誤結果，假體必須清潔且無任何瑕疵。請參見「指南 一」1-3 節的準直儀葉片在影
像中的外觀。 

 

註：為了讓接收器溫度穩定，在執行任何與接收器影像品質相關的測量之前，需至少將系統電源

開啟 10 分鐘。 

 

5 程序 

註：使用表單表格 02 - 檢查清單和表格 05 -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分數來記錄測試結果。 

1. 執行正常 Medical Application 程式，並依下列指示說明之順序操作。 

2. 若尚未就定位，請安裝乳房支撐物。 

3. 將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放置在影像接收器的 FOV 中：假體的一邊必須與乳房支撐物表面的

胸壁側邊緣對齊。從病患位置觀察時(亦即面對乳房攝影裝置)，假體蠟質嵌入物截角必須位於

胸壁對面且朝向接收器左側，如下所示。 

4. 使用光照野(9 x 9 公分 X 光輻射照野尺寸)將假體側面置中。 

 
5. 將滑動 19 x 23 公分標準或 flexible 壓迫板安裝在置中位置，並對假體施加約 5 daN 的壓迫力。 

6. 將準直儀設為 19 x 23 公分 FOV、置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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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擷像工作站上的 Medical Application 程式中建立一位新病患，例如病患名稱：ACR 2D，以

及病患 ID：品管。 

8. 選擇下列參數：大焦斑、銠/銀 (track/filter)、34kV、28mAs 和 LCC VIEW。 

9. 進行一次曝露。 

10. 確認在影像邊緣上看不到準直儀葉片。 

 若能看到準直儀葉片，請參考「指南 一」1-3 節的準直儀葉片在影像中的外觀。 

11. 若預設閱片縮放方式為符合乳房大小，請切換成符合螢幕大小，以查看準直儀葉片。 

 

5-1 在擷像螢幕上進行 ACR 評分 

1. 觀察擷像工作站螢幕上的影像，並為假體影像中的每個靶極評分。分數必須包括假影的扣分。

若想瞭解包括假影扣分的建議評分方法，請參見「指南 一」1-2 節的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
分數。若不易查看，請確保將假體影像放置在最佳閱片位置，並視需要使用縮放、旋轉、放大

鏡、亮度和對比控制項，以便取得最精確的分數。 

 

5-2 輸出影像的 ACR 分數(若適用) 

1. 打印處理過的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影像。 

2. 觀察假體的輸出影像，並以與上述相同的方式，為每個靶極評分。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分數必須至少包括： 

纖維 4 

腫塊 3 

鈣化斑點群 3 

 

如果系統未通過測試，請確認符合所有測試條件，然後重新進行測試。 

假體中的假影或瑕疪可能會造成測試未通過。 

若有可能，請嘗試使用不同的假體並重新進行測試。 

若系統仍未通過，請在任何進一步臨床使用之前，先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 

在表單表格 05 -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分數中註明測試通過或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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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 擷像工作站螢幕檢查 

 

1 目的 

確保擷像工作站螢幕已正確校正，且亮度和對比設定皆適當。 

本測試遵循 AAPM TG18 報告中所定義的指導方針： 

Samei E, Badano A, Chakraborty D, et al. Assessment of display performance for medical imaging systems: 

executive summary of AAPM TG18 report. Med Phys 2005;32:1205-1225。 

 

2 頻率 

每月。 

 

3 必要條件 

無。 

 

4 所需設備 

AAPM TG 18-QC 測試影像，已安裝在擷像工作站上。 

註：TG 18-QC 測試影像已預載於系統中：在病患名稱「AAPM，測試物」，檢查說明「多用途 2K」
下。若未出現 TG 18-QC 測試影像，請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 

 

5 程序 

註：使用表單表格 06 - 擷像工作站螢幕檢查來記錄測試結果。 

1. 以全解析度顯示 TG 18-QC 測試影像(縮放 x1)。請勿改變視 WW 和 WL。 

註：若在全解析度顯示時，無法在 FOV 中看到完整測試物，請使用平移工具水平和/或垂直移動
影像，將主要特徵放置在 FOV 內。 

2. 確認： 

- 線條為直線 

- 方形呈現方形 

- 斜面條紋為連續，且無任何輪廓線 

- 可看見 5%的對比方塊 

- 可看見 95%的對比方塊 

- 高對比(線對)解析度測試物位於中央，且四個角落皆清晰可見 

 

斜面條紋 

低對比(線

對)解析度

測試物 

高對比(線

對)解析度

測試物 

5%對比方塊 

邊框 

斜面條紋 

95%對比方塊 



18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 線條為直線 

- 方形呈現方形 

- 斜面條紋為連續，且無任何輪廓線 

- 可看見 5%的對比方塊 

- 可看見 95%的對比方塊 

- 高對比(線對)解析度測試物位於中央，且四個角落皆清晰可見 

 

問題可能是由照亮螢幕的直射光源(像是聚光燈)所造成。 

記錄任何修正措施，以及其有效性評估。 

若不符合採取行動之準則，在測試日期的 30 天內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建議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在表單表格 06 - 擷像工作站螢幕檢查中註明測試通過或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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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 AOP 和訊雜比檢查 

 

1 目的 

測試是為檢查下列各項系統操作層面而設計： 
- 在 AOP (自動最佳化參數)模式中選擇正確的參數。 
- 影像中的訊雜比(SNR)標準正確。 
- 訊雜比(SNR)標準能維持一致性。 

註：訊雜比的一致性，是在 2D 一般模式中，以目前訊雜比標準比對已確立基準值的偏差來評估。
基準值是以頭 5 次訊雜比標準測量的平均值來定義。在建立基準值的過程中，會將一個運行的平
均值假定為基準值(例如在第一次測量中，會將目前的訊雜比標準視為基準值，因此預期的偏差為
0%，而在第二次測量，則是將之前測量和目前測量的平均值視為基準值，直到總共執行 5 次測量
為止)。 
註：在發生下列情況時，必須重新確立訊雜比基準值： 

- 更換 X 光管。 
- 更換 X 光射束濾片/準直儀。 
- 更換防散射鉛柵。 
- 更換接收器。 

流程部份提供重設基準值之指示。 
註：若臨床上使用放大攝影，應測試放大攝影模式。 

 

2 頻率 

每月。 
 

3 所需設備 

Senographe Pristina 系統附的 30mm 和 50mm 厚的壓克力板(PMMA)組。 
 

4 必要條件 

- 為避免錯誤結果，壓克力板必須清潔且無任何瑕疵。 
- 為了讓接收器溫度穩定，在執行任何與接收器影像品質相關的測量之前，需至少將系統

電源開啟 10 分鐘。 
 

5 程序 

註：使用表單表格 07 - AOP 和訊雜比檢查來記錄測試的結果。 
1. 在 IQTool 介面左側部份選擇 AOP。 
2. 在下列各種攝影模式上按兩下，以執行測試： 

• AOP 2D 一般 
• AOP 2D 一般自動植入 
若臨床上使用放大攝影： 
• AOP 2D 1.8 放大 
• AOP 2D 1.8 放大自動植入 

3. 依畫面的指示操作： 
- 安裝需要的乳房支撐物(一般攝影模式為移動式鉛柵、放大架為 Mag 1.8) 
- 為一般攝影模式安裝 24 x 29 標準或 flexible 壓迫板，為放大攝影模式安裝滑動 19 x 23

公分標準或 flexible 壓迫板。 
- 將 30mm 厚的壓克力板安裝在乳房支撐物上。將壓克力板最長的一邊對齊乳房支撐物

的胸壁側，並將它們左右置中。 
- 在堆疊壓克力上施加至少 5 daN 的壓迫力。 
- 確認準直儀已設定為最大可用 FOV。 

4. 執行一次曝露。 
5. 以 50mm 厚的壓克力板執行上述 2 個步驟。 
6. 系統顯示結果。 
註：若想在 AOP 2D 一般模式測試結束時重設基準值，請在結果視窗的"重設訊雜比"按鈕上按一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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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所有測試都必須通過。 

每種模式的預期結果為： 

壓克力厚度

(mm) 
一般模式的曝露參數   

 靶極/濾片 mAs kV 

30 鉬/鉬 30-55 26 

50 銠/銀 24-45 34 

 

壓克力厚度 

(mm) 

一般自動植入模式的 

曝露參數 
  

 靶極/濾片 mAs kV 

30 鉬/鉬 30-55 26 

50 銠/銀 25-50 34 

 

壓克力厚度

(mm) 
Mag 1.8 模式的曝露參數   

 靶極/濾片 mAs kV 

30 鉬/鉬 25-50 29 

50 銠/銀 32-60 34 

 

壓克力厚度 

(mm) 

Mag 1.8 自動植入模式的

曝露參數 
  

 靶極/濾片 mAs kV 

30 鉬/鉬 28-52 26 

50 銠/銀 30-55 34 

 

訊雜比預期結果應至少為： 

壓克力厚度(mm) 訊雜比 LSL 訊雜比 USL 

30 57 N/A 

50 72 N/A 

 

訊雜比一致性應為： 

壓克力厚度(mm) 訊雜比偏差 LSL(%) 訊雜比偏差 USL(%) 

30 -15.0 15.0 

50 -15.0 15.0 

 

若系統未通過測試，請找出問題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 

若接收器已至少暖機 10 分鐘，但未超過 30 分鐘，可提供額外 20 分鐘來為接收器暖機(總共 30 分

鐘)，然後重新進行測試。 

若系統仍未通過測試，請在任何進一步的臨床使用系統前找出問題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建議在任

何進一步的臨床使用之前，先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 

在表單表格 07 - AOP 和訊雜比檢查中註明測試通過或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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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 目視檢查清單 

 

1 目的 

確認指示燈、螢幕、機械卡榫和制動裝置皆能正常運作，且 Senographe Pristina 處於機械穩定狀態。 

 

2 頻率 

每月。 

在乳房攝影 X 光系統上進行任何維修或保養之後。 

 

3 所需設備 

無。 

 

4 必要條件 

開啟乳房攝影 X 光系統電源。 

 

5 程序 

註：使用表單表格 08 - 目視檢查清單記錄來記錄測試結果，表單表格 10 - 檢查記錄來標示測試

完成。 

1. 檢閱目視檢查清單中的每個項目，並標示每個狀態。 

2. 在檢查清單的適當位置標示日期和縮寫。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目視檢查清單中列出的每個項目都必須合格通過，並標示打勾記號。 

立即更換閱片室中缺少的項目。 

若某個項目未通過目視檢查，在任何進一步臨床使用之前找出問題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 

若在目視檢查過程中發現 Senographe Pristina 故障，請在執行任何進一步檢查之前聯絡您的維修工

程師。 

在表單表格 08 - 目視檢查清單中註明測試通過或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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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 重照分析檢查 

1 重照分析 - 手動方法 

1-1 目的 

用來判定數位乳房 X 光照片的重照次數和原因。分析這些資料可以協助找出改善系統效率，並減

少數位影像重照和病患曝露的方式。 

 

1-2 頻率 

每季。 

為了讓重照率具有意義，分析期的病患量必須至少有 250 名病患或 1,000 次拍攝。 

 

1-3 所需設備 

無。 

 

1-4 必要條件 

無。 

 

1-5 程序 

註：使用表單表格 09 - 重照記錄表(1/3)、表格 09 - 重照 - 手動方法(2/3)和表格 09 - 重照 - 自

動方法(3/3)來記錄測試結果。 

1. 辨識出所有需要進行的重照。將每一項記錄在表單表格 09 - 重照 - 手動方法(2/3)中，輸入： 

日期、檢查 ID、原因、次數、放射師。 

2. 在每次分析期間結束時，使用表單表格 09 - 重照 - 手動方法(2/3)來總結各類別的重照次數，

並記錄您的分析結果： 

估算在分析期間內的拍攝總次數。 

請參閱「指南 一」、第 94 頁之第 3 節的重照分析檢查。 

以分析期間的總重照次數(R)除以拍攝總次數(T)並乘以 100%，來計算整體重照率。 

將各類別的重照次數除以所有類別的總重照次數(R)，以判定每種類別的重照百分比。 

3. 在表單表格 10 - 檢查記錄上記錄重照分析檢查完成。 

1-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若之前分析期間所判定的總重照率或廢片率，與本次分析的總拍攝次數的比率變化達 2.0%以上，

就必須在 30 天內找出問題並採取修正措施。 

採取的修正措施必須留下記錄，而且必須評估其有效性。 

在表單表格 09 - 重照 - 手動方法(2/3)上註明測試通過或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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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照分析 - 自動方法 

下列流程使用 Senographe Pristina 控制站電腦來執行重照和廢片拍攝分析。 

也可以使用個人電腦工具匯出已記錄的資料，並在另一部電腦(PC 相容)上執行分析。若想匯出資

料至 CD，請參考第 4 節的重照分析 - 個人電腦工具。 

 

2-1 目的 

判定數位乳房 X 光照片的重照和廢片次數與原因。 

分析這些資料可以協助找出改善系統效率，並減少數位影像重照和病患放射線曝露的方式。 

 

2-2 頻率 

每季。 

為了讓重照率具有意義，分析期的病患量必須至少有 250 名病患或 1,000 次拍攝。 

 

2-3 所需設備 

無。 

 

2-4 程序 

註： 

使用表單表格 09 - 重照 - 自動方法(3/3)來記錄測試結果。 

1. 按一下品質測試清單中的重照和廢片分析。 

2. 選擇分析的期間。 

 

 

 

 

 

 

 

 

 

 

 

 

 

3. 按一下"預覽分析"。 

請參見下方的重照廢片拍攝分析範例表格。 

本表格總結選取期間內的所有曝露、重照和廢片拍攝百分比和其個別原因。 

 

 
系統會忽略任何其名字包含兩個或更多連續空白字元的放射師的資料。請檢查所有放射師的

名字。 

 

 

 

 

 

 

 

重照廢片拍攝分析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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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重照次數 重照百分比 廢片次數 廢片百分比 

擺位不佳 7 27% 0 0% 

病患移動 8 31% 0 0% 

不良壓迫力 4 15% 0 0% 

不當接收器曝露 0 0% 1 2% 

X 光設備故障 0 0% 0 0% 

設備假影 1 4% 0 0% 

空白影像 0 0% 0 0% 

臨床假影 6 23% 0 0% 

不正確的閱片標記 0 0% 0 0% 

品管、接受測試、校正 0 0% 24 58% 

介入性影像(例如穿刺定位術) 0 0% 13 32% 

其他 0 0% 3 7% 

 
重照+廢片總次數 67 
重照總次數 26 
廢片總次數 41 
非臨床重照+廢片 37 
拍攝總次數 1430 
總重照+廢片率 4.7% 
總重照率 1.8% 
臨床重照率 1.9% 
註：美國乳房攝影品質標準法案並未規定在計算重照或廢片率中使用統計資料。 

 
本分析工具提供下列三種計算比率： 
 

 

總重拍+廢片率(%) =  

 

 

總重拍率(%) =  

 

 

臨床重拍率(%) =  

 
- 重照+廢片總次數：在分析期間的所有重照或廢片影像的總數。 
- 重照總次數：在分析期間的所有重照影像的總數。 
- 拍攝總次數：在分析期間內所擷取的影像數。 
- 非臨床重照+廢片：在分析期間因為品管、接受測試、校正和介入性影像(例如穿刺定位術)等
原因所造成的重照加上廢片的總數。 

 
機構： 
- 將自動監控重照或廢片率列為其品質保證計劃的一部份。 
- 選擇一種自動分析所提供的比率，或是使用分析工具所累計的統計資料，以其他方式計算比率。 
- 在其品管日誌中確認選取的方法。 

 

 

2-5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100 x 重拍+廢片總次數 
拍攝總次數 

100 x 重拍總次數 
拍攝總次數 

100 x 重拍總次數 
拍攝總次數 - 非臨床重拍+廢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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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之前分析期間所判定的總重照率或廢片率，與本次分析的總拍攝次數的比率變化達 2.0%以上，

就必須在 30 天內找出問題並採取修正措施。 

採取的修正措施必須留下記錄，而且必須評估其有效性。 

在表單表格 09 - 重照 - 自動方法(3/3)上註明測試通過或未通過。 

 

 

 

 

 

 

 

 

 

 

 

 

3 重 照 分
析  - 資料

庫備份 

3-1 目的 

備份重照分析資料庫，並限制因為系統硬體故障所造成的資料損失。 

 

3-2 頻率 

請在每次重照分析後至少每季備份一次，若較常進行重照分析，則應更頻繁地備份。請參見「指南 

一」、第 3-3 節的資料遺失記錄。 

 

 

3-3 所需設備 

空白 CD 或 USB 隨身碟。 

 

3-4 必要條件 

無。 

 

3-5 程序 

1. 插入空白 CD 或 USB 隨身碟。 

2. 按一下任一按鈕：資料庫匯出至 USB、資料庫匯出至 CD-ROM。 
 

3-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不適用。 

 

4 重照分析 - 個人電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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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照分析個人電腦工具能讓您在個人電腦上分析資料。本流程可為第 26 頁中第 2 節的重照分析 - 

自動方法提供另一種執行重照分析的替代方法。它說明如何使用個人電腦工具，在另一部電腦(PC

相容)上分析匯出至 CD 的重照和廢片資料。 

 

4-1 目的 

使用依據放射師，或是以遞減頻率順序排序等的補充性統計資料，在另一部電腦(PC 相容)上實施
重照分析。 

 

4-2 頻率 

每季 

 

4-3 所需設備 

包含重照分析資料庫的 CD。 

請參考第 3 節的重照分析 - 資料庫備份。 

一部 PC 相容電腦。 

Windows 作業系統。 

網頁瀏覽器。 

 

4-4 必要條件 

無。 

 

4-5 程序 

1. 將 CD 插入您電腦的 CD 光碟機中。 

2. 按兩下 CD 圖示，以檢視 CD 上的檔案清單。 

註：若您將檔案複製到您的電腦，請將所有檔案放在相同的資料夾中。 

3. 按兩下 RRA_PC_TOOL.html 檔案以啟動應用程式。 

您的預設網頁瀏覽器將會顯示選取頁面。 

4. 輸入分析的期間。 

依預設： 

 - 從日期和從時間是上次在擷像工作站上執行重照分析的日期和時間。 

 - 至日期和至時間為電腦上目前的日期和時間。請注意，輸入的時間為 24 小時格式。 

5. 選擇一位放射師。 

本欄位預設為空白。分析會將所有放射師的曝露納入考量。 

選取放射師為選擇項目。若您選擇一位放射師，會在選取放射師的結果之後，出現所有放射師的累
計結果。 

註：放射師的清單來自於擷像工作站。無法在個人電腦工具中修改清單。 

6. 按一下依遞減百分比顯示結果方塊，會依發生率之遞減百分比顯示排名原因。 

註：此為選擇項目。無論是否勾選方塊，都會顯示原因。 

 

7. 按一下預覽分析按鈕，以顯示請求之重照分析的結果。 

註：唯有個人電腦工具才能提供特定放射師的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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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選擇了某位放射師，系統就會先顯示其結果。 

 
 
 
 
 
 
 
 
 
 
 
 
接著系統會顯示包含所有放射師之累計結果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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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若想列印結果，請選擇 Internet Explorer 的「檔案」功能表中的「列印」。 

9. 若想回到「選取」頁面，按一下「結果」頁面底部的藍色箭頭。 

10. 選擇 Internet Explorer 的「檔案」功能表中的「關閉」。 

 

4-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不適用。 

 

 

 

 

 

 

 

 

10 - 壓迫力測試 

1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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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乳房 X 光攝影系統能在電動和手動模式中，且設備系統不允許施加過多壓迫力時提供充足的

壓迫力。 

 

2 頻率 

每半年。 

 

3 所需設備 

一個精確度達 500 公克(1.1 磅)的傳統磅秤。類比或電子磅秤皆可接受。 

2 條或更多的軟毛巾或類似材質，以保護數位接收器上面乳房支撐平台的碳纖維蓋和壓迫板。 

 

4 必要條件 

無。 

 

5 程序 

註：使用表單表格 10 - 檢查記錄來記錄測試結果。 

1 decaNewton (daN) ≈ 10 牛頓 ≈ 1 公斤(2.2 磅)。 
本測試並非數位乳房攝影系統特有。您可以依照其他可接受的乳房攝影品管流程來執行本測試。請

參見「指南 一」、第 4 節的壓迫力測試。 

 

5-1 電動式壓迫力 

1. 安裝移動式鉛柵，並以毛巾覆蓋，以防止損壞乳房支撐平台的碳纖維蓋。 
2. 將磅秤放在移動式鉛柵上。 
3. 摺疊一條或數條毛巾，將它放置在磅秤上，以防止損壞壓迫板。 
4. 確認指針或讀出器放置在容易讀取的位置。 
5. 使用電動式壓迫腳踏開關，開始施壓並繼續直到電動式壓迫力自動停止為止。 
6. 解除壓迫。 
 

5-2 手動壓迫 

1. 使用手動壓迫旋鈕，開始施壓並繼續直到壓迫力停止為止。 
2. 解除壓迫。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初始電動的最大壓迫力必須介於 11 至 20 daN (11.3 至 20.4 公斤(25 至 45 磅))之間。 
手動壓迫力的最大壓迫力必須大於 11 公斤(25 磅)。 
若無法達到這些結果，請在任何進一步的臨床使用之前找出問題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 
若系統未通過測試，請在執行任何進一步檢查之前，先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 
請參見「指南 一」、第 4 節的壓迫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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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刻意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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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醫學物理師)品管測試 
 

1 介紹 

本章所介紹的品管測試，是醫學物理師在對新的 Senographe Pristina 設備執行的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MEE)時、在重大維修之後，以及在對每部 Senographe Pristina 機組實施年度測量過程中所必須執

行的一部份。 

每個測試皆有其規定的最低頻率、需要的設備、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的時間。 

提供數位乳房攝影專用測試的逐步流程，以及早已在傳統底片乳房攝影中使用、廣為接受之測試方

法的參考標準品質控制流程。 

註：醫學物理師可採用與作業程序書所述不同的方法來執行測試，但他們必須能獲得與採取行動

之準則和為每個測試所定義的修正措施相符的最終結果，並遵守修正措施的指示時間。 

在第 3 章「指南 一」第 6 節乳房攝影設備評估中，可以找到關於乳房攝影設備評估的額外資訊，
並可將評估的結果輸入非年度表單 Senographe Pristina 乳房 X 光攝影系統的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摘
要中。 

註：Medical Application 程式中的所有處理過的影像皆為對數格式。若想在 Medical Application 程

式中擷取的影像上進行測量，請使用未經處理影像(線性格式)。 

註：當執行的測試流程不須以接收器擷取 X 光、但在 X 光射束中必須有物件時(例如使用劑量計

測量劑量)，應以 3mm(最小)厚的鋼板或等效衰減擋板來保護接收器。如此可以防止產生鬼影(ghost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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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管測試、頻率和修正措施時間之總結摘要 

下列表格總結摘要醫學物理師所應實施的品管測試。 

程序 頻率 修正措施時間 

1 擷像工作站螢幕檢查 
每年 和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在 30 天內 

2 影像均勻度和不良像素(均勻照野)測試 
每年 和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在臨床使用之前 

3 IQST 測試 
每年 和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在臨床使用之前 

4 ACR 假體分數 
每年 和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在臨床使用之前 

5 AOP 模式和訊雜比檢查 
每年 和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在臨床使用之前 

6 假影評估；影像均勻度測試 
每年 和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在臨床使用之前 

7a 用 X 光片匣的準直儀狀況評估* 
每年 和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在 30 天內 

7b 用 XR-M Film 的準直儀狀況評估* 
每年 和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在 30 天內 

7c 用外接數位 X 光接收器的準直儀狀況評估* 
每年 和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在 30 天內 

8 壓迫板胸壁側邊緣對準 
每年 和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在臨床使用之前 

9 次系統調制轉換函數測量 
每年 和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在臨床使用之前 

10 乳房入射曝露、平均乳腺劑量和再現性 
每年 和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在臨床使用之前 

11 Flexible 壓迫板的壓迫偏度測試 
每年 和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在 30 天內 

12 kVp 的準確度及再現性 
每年 和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在臨床使用之前 

13 
射束品質評估(半值層測量) 每年 和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在臨床使用之前 

14 
輻射輸出 每年 和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在 30 天內 

15 
乳房攝影單元組件檢查 每年 和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在 30 天內 

*醫學物理師可選擇已擁有必要測試設備的方法，以及任何當地核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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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A - 用 X 光片匣的準直儀狀況評估 

 

1 目的 

確認： 

X 光輻射照野的延伸部份未超過影像接收器邊緣太多， 

X 光輻射照野與光照野對齊。 

 

在年度品管測量過程中：24 公分 x 29 公分 FOV。 

在系統安裝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應測試下列的 FOV 和攝影模式： 

- 24 公分 x 29 公分 

- 19 公分 x 23 公分、置中 

- 19 公分 x 23 公分、右 

- 19 公分 x 23 公分、左 

 

2 頻率 

每年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 

 

3 所需設備 

四枚同樣大小的硬幣 (例如 1 分錢或 1 分歐元硬幣)， 

一部夠大並可延伸超過主要影像接收器 (即數位接收器) 的 24 公分 x 29 公分 FOV 邊緣的輔助的
影像 

接收裝置。可以是：附底片的 24 公分 x 30 公分乳房攝影片匣、已旋轉或升高至乳房支撐物表面
上，以 

拍攝 X 光輻射照野邊緣的影像，一般放射攝影傳統底片片匣，或電腦放射攝影(CR)片匣。 

您也可以使用一組小型影像接收器，放置在每個您想要拍攝邊緣影像的位置。 

 

4 必要條件 

無。 

 

5 X 光至光照野測試 

5-1 程序 

註：使用非年度表單表格 01 - 準直儀狀況評估來記錄測試結果。 

在進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將測試結果記錄在非年度表單的 Senographe Pristina 乳房 X 光攝影系
統的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摘要中。 

1. 將移動式鉛柵安裝在影像接收器上，並拆下壓迫板。 

2. 將準直儀設為照野尺寸和想要測試的位置。 

3. 將輔助的影像接收裝置放在能攔截 X 光輻射照野的四個邊緣的位置。 

4. 開啟照野指示燈光 

5. 以邊緣貼著邊緣的方式，將輔助的影像接收裝置上的四枚硬幣放在光照野內。使用能同時在主

要和輔助的影像接收器上提供有效訊號的參數來執行曝露。 

註：為了能在兩部影像接收器上取得有效訊號，您必須擷取兩次曝露資料：一次以照野中的輔助
的影像接收裝置，以及一次不使用輔助的影像接收裝置。將每一枚硬幣放置在每次曝露的相同光
照野邊緣的相對位置。 

6. 同時對鉬和銠陽極靶的大焦斑執行步驟 1 至 5。 

7. 在安裝系統或重大維修之後，請對第 3 節的所需設備中列出的所有照野尺寸和攝影模式執行
步驟 1 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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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測量 

從輔助的影像接收裝置擷取的影像稱為底片。 

1. 從底片和擷像工作站(AWS)，測量適合下列測試的適當尺寸。 

2. 使用擷像工作站的 Segment 工具，在主要影像接收器上進行測量。 

3. 依主要影像接收器平面同時調整底片和擷像工作

站。 

4. 從底片影像，判定介於每個照野邊緣的 X 光輻射

照野和光照野之間的偏差Yf。若硬幣僅部份可見，

如圖 1 所示，可以下列方式判定 Yf： 

                                                    

   Yf = Wf - Pf 方程式 1 

 

其中 

Wf = 從底片測得的硬幣直徑 

以及 

Pf = 與 X 光輻射照野的邊緣垂直的硬幣的部份直徑。 

 

 

 

 

 

 

5. 使用擷像工作站的 Segment 工具來判定介於 X 光輻射照野邊緣，和每個照野邊緣的影像接收
器邊緣之間的偏差 X。 

 註：Segment 工具的參考平面位於乳房支撐物表面上方 2 公分。因此，依影像接收器平面調整
Segment 工具的測量值，套用下列縮放比例： 

X = X’•M 方程式 2 

其中 

X = 參照影像接收器平面的測量值， 

X' = 使用 Segment 工具進行的測量， 

M = 1.063 

 

當數位影像中能看到 X 光輻射照野的邊緣時，X 光輻射照野的邊緣與影像接收器的邊緣之間的距
離，是依方程式 2 所示使用 Segment 工具，並套用放大係數 M 所直接測量。 

在其他情況，X 光輻射照野和影像接收器之間的偏差，可依下列方式判定： 

 

a. 若光照野在 X 光輻射照野之外，而 X 光輻射照野在

影像接收器之外，如圖 2 所示，那麼 

 X = X’•M = (Wd – Pd – Yd)•M 方程式 3 

 

其中 

Wd = 在數位影像中測得的硬幣直徑， 

Pd = 與影像接收器的邊緣垂直所測量的硬幣部份直

徑，以及 

 

Yd = 光照野和依 Segment 工具參考平面調整過的 X

光輻射照野之間的偏差。 

Yd計算為 

 Yd = Yf x (Wd / Wf) 方程式 4 

 

 

圖 2 擷像工作站上的影像：硬幣在光照野的邊
緣、光照野在 X 光輻射照野外 

光照野的邊緣 

X 光輻射照野的邊緣 
接收器的邊緣 

光照野的邊緣 

X 光照野的邊緣 

圖 1 底片上的影像；在光照野的邊緣的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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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若 X 光輻射照野在光照野之外，且兩者皆在影像接

收器之外，如圖 3 所示，那麼 

 X = (Wd – Pd + Yd )•M 方程式 5 

 

c. 若 X 光輻射照野在光照野之外，而影像接收

器的邊緣在兩者之間，如圖 4 所示，那麼 

 X = (Yd – F)•M 方程式 6 

其中 

F = 從影像接收器邊緣到數位影像中的硬幣

影像邊緣所測量到的垂直距離。 

 

 

 

6. 使用方程式 4 和縮放係數 M，將在底片平面上所測量到的偏差 Yf 轉換成在影像接收器平面中

的偏差。 

7. 依下列方式，在資料表單上輸入在 X 光輻射照野和光照野之間測得的偏差： 

- 在資料表單上輸入並加總左和右邊緣(忽略+或-符號)的偏差量。 

- 同樣地，輸入並加總前半部和後半部(胸壁側)邊緣(不考慮符號)的偏差量。 

8. 檢查 X 光輻射照野的胸壁側邊緣是否已延伸

至影像接收器的胸壁側邊緣。 

 

 

 

 

 

 

 

 

 

 

 

 

 

 

 

 

 

 

 

 

 

 

 

 

 
圖 3 擷像工作站上的影像：硬幣在光照野的邊緣、

X 光輻射照野在光照野外 

光照野的邊緣 

X 光輻射照野的邊緣 
接收器的邊緣 

 
圖 4 擷像工作站上的影像：硬幣在光照野的邊
緣、X 光輻射照野在光照野外 

光照野的邊緣 

X 光輻射照野的邊緣 

接收器的邊緣 



36 

5-3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 無論是寬度或長度方向(反向邊的總和)，光照野與 X 光輻射照野的總失準偏差，都必須 

維持在射源至影像接收器距離的 2%內。 

- X 光輻射照野必須至少延伸至胸壁側和所有四個邊上的作用中影像接收器的邊緣，X 光 

輻射照野不得延伸超過表 1 中所註明之影像接收器的範圍，其中 X 為 X 光輻射照野和 

作用中影像偵測器區域邊緣之間的偏差。 

   

表 1X 光輻射照野 - 影像接收器採取行動之準則 

邊緣 採取行動之準則 

左 若 X 低於 10mm，即通過測試，且不需要採取任何進一步行動。 

若 X 介於 10mm 和 13.2mm 之間，可能無法通過測試。請向醫學物理師洽詢當 

地規定，若測試未通過，請聯絡您的維修工程師重新校正準直儀，然後重新執 

行準直儀檢查。 

若 X 超過 13.2mm，即未通過測試。請聯絡您的維修工程師以重新校正準直儀， 

然後重新執行準直儀狀況檢查。 

右 

前半部 

後半部(胸壁側) 若 X 介於 4mm 和 7mm 之間，即通過測試，且不需要採取任何進一步行動。 

若 X 介於 0mm 和 4mm 或介於 7mm 和 10mm 之間，可能無法通過測試。請向 

醫學物理師洽詢當地規定，若測試未通過，請聯絡您的維修工程師重新校正準 

直儀，然後重新執行準直儀檢查。 

若 X 超過 10mm，測試即未通過。請聯絡您的維修工程師以重新校正準直儀， 

然後重新執行準直儀狀況檢查。 

若系統不符合任何採取行動之準則，建議確認是否已符合所有測試條件，並重新進行測試。 

若不符合採取行動之準則，在測試日期的 30 天內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建議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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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B - 用 XR-M Film 的準直儀狀況評估 

 

1 目的 

確認： 

X 光輻射照野的延伸部份未超過影像接收器邊緣太多， 

X 光輻射照野與光照野對齊。 

 

在年度品管測量過程中：24 公分 x 29 公分 FOV。 

在系統安裝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應測試下列的 FOV 和攝影模式： 

- 24 公分 x 29 公分 

- 19 公分 x 23 公分、置中 

- 19 公分 x 23 公分、往右偏移 

- 19 公分 x 23 公分、往左偏移 

 

2 頻率 

每年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 

 

3 所需設備 

每個受測的 FOV 和靶極需要 4 條 GAFCHROMIC® XR-M 底片。 

鋁衰減擋板或均勻照野測試物件。 

 

4 必要條件 

無。 

 

5 程序 

註：使用非年度表單表格 01 - 準直儀狀況評估來記錄測試結果。 

在進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將測試結果記錄在非年度表單的 Senographe Pristina 乳房 X 光攝影系統的乳

房攝影設備評估摘要中。 

 

5-1 影像擷取 

必須同時測試鉬和銠 X 光照源。 

同時對鉬和銠陽極靶的大焦斑執行步驟 1 至 7。 

在安裝系統時和在重大維修之後，請為上述用途小節中所列出之鉬和銠陽極靶皆適用的所有照野

尺寸和攝影模式，執行步驟 1 至 8。 

1. 將移動式鉛柵安裝在影像接收器上。 

2. 將衰減擋板放置在移動式鉛柵的表面上。 

衰減擋板的每一邊，都必須延伸超過光照野的每個邊約 4 公分。 

註：確認衰減擋板能覆蓋整個光照野。若衰減擋板未完全覆蓋 FOV，X 光劑量會導致影像接收器

飽和；可能會在衰減擋板邊緣的數位影像接收器上出現鬼影。 

註：為達成更佳的光照野邊緣對比效果，我們建議您在衰減擋板的頂端黏貼一張白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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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準直儀設成要測試的照野尺寸和位置。 

4. 將四條 XR-M 長條型底片標示為欲測試的對應陽極靶(鉬或銠)和光照野邊緣(CW - 胸壁側、

Ant – 前半部、L - 左、R - 右)。在下列範例中，將 XR-M 長條型底片標示為鉬陽極靶，以及胸

壁側邊緣： 

     

 

 

 

 

 

 

 

 

 

5. 開啟照野指示燈光。 

6. 將每條對應的 XR-M 長條型底片放置在靠每個光照野中心的位置。 
 

 

 
 

 

註：為達成更佳的光照野邊緣對比效果，我們建議您將 XR-M 長條型底片的白色面朝向準直儀、

橘色面朝下放置。 

 

 

 

 

 

 

 

 

 

 

 

 

 

 

 

註：在放置 XR-M 長條型底片時，您必須確認正極記號(+1、+2 和+3)如上圖所示般位於光照野內。 

 

欲測試的陽極靶極：鉬或銠 

欲測試的光照野邊緣：左(R)、右(L)、

前半部(Ant)或胸壁側(CW) 

光照野的前半部邊緣 

光照野的右緣 

光照野的胸壁側邊緣 

光照野的左緣 

X-RM 底片 A X-RM 底片 D 

X
-R

M
底
片

B
 

X
-R

M
底
片

C
 

圖 1 XR-M 長條型底片的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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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放置每條 XR-M 長條型底片時，確認光照野的邊緣與 XR-M 長條型底片上的 X 標記對齊。 

 

 
 

註： 

在將光照野對齊 XR-M 長條型底片上的 X 標記時，請關閉閱片室燈光，以確保擁有清晰輪廓的光 

邊緣。 

 

註： 

在光照野的前半部邊緣(胸壁側邊緣的對面)，移動式鉛柵蓋可能會擋住 XR-M，如此一來它就無法

平放在衰減擋板的表面上。若移動式鉛柵擋住 XR-M 底片，請對齊「-2」參考線(而非「X」參考線)，

讓 XR-M 底片能避開遮擋，並放平在衰減擋板的表面上。 

 
 

8. 使用下列參數執行手動曝露： 

靶極/濾片組合：鉬/鉬或銠/銀 

30kVp 

250mAs 

 

 

內緣 

外緣 光照野的邊緣 

若光照野邊緣有陰

影，確認 X 標記在陰

影的外緣。 

移動式鉛柵蓋擋住 XR-M 底片，因此它

無法平放在衰減擋板上。 

使用「-2」參考線來代替「X」參考線，以避免被

移動式鉛柵蓋遮擋。 

光照野的前半部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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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測量 

5-2-1 X 光輻射照野通過所有四個邊緣 

從擷像工作站上的數位影像，來判定 X 光輻射照野的四個邊緣是否在影像接收器的邊緣之外。 

- 若您無法在數位影像中看到 X 光輻射照野的四個邊緣的任一邊，代表準直儀葉片對準是正確

的。您可以繼續進行 5-2-2 XR-M 底片測量和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 若您可以在數位影像中看到 X 光輻射照野的四個邊緣的任一邊，就代表準直儀葉片對準有問

題。 

在您繼續進行 XR-M 底片測量和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中所說明的測量之前，請聯絡您的

維修工程師。 

5-2-2 XR-M 底片測量 

1. 從底片和擷像工作站(AWS)數位影像，進行下列說明的測量。 

2. 使用擷像工作站的 Segment 工具，在影像接收器上進行測量。 

3. 依影像接收器平面調整底片和擷像工作站的測量值。 

4. 對照野的每個邊緣(每條 XR-M 長條型底片：A、B、C 和 D)執行下列說明的測量和計算，並填

寫下列表格。 

5-2-3 測量流程 

為了填寫下列表格和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的表格，請同時對鉬和銠陽極靶照野的每個邊緣

(每條 XR-M 長條型底片)，以及在必要時對所有照野偏移位置執行下列步驟。 

1.直接從 XR-M 長條型底片，判定底片平面中 X 光輻射照野和光照野之間的偏差 Yf值。 

您可以直接從 XR-M 長條型底片上的內建尺標來讀取 Yf。在下列範例中，Yf為 5mm。 

 

 

 

 

 

 

 
 

 

 

註：在 XR-M 長條型底片上，鋸齒狀測試物的主要「齒」之間的距離是 10mm，而齒與齒的距離
則是 2mm。 

2.將測得的 Yf值記錄在第 87 頁的測量流程，並記錄在第 91 頁的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表格 

中。 

3.依下列方式，判定底片平面中 X 光輻射照野和接收器邊緣之間的偏差 Zf： 

    a. 顯示 XR-M 長條型底片的數位影像，並依據 XR-M 長條型底片的範圍來判定偵測邊 

(D)的位置。在下列範例中，接收器(D)的邊緣距離「X」參考標記 9mm。 

 

 

 

 

 
   b  在下列表格中記錄判定的 D 值。 

   c.  使用下列方程式，判定底片平面中 X 光輻射照野邊緣離接收器邊緣的偏差(Zf)： 

        Zf = D - Yf                       方程式 1 
 
 
 
 

光照野的邊緣 

(在底片平面中) 
X 光輻射照野的邊緣 

(在底片平面中) 

Yf=在底片平面中 X 光照野和光照野之間的偏差 

接收器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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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範例中，X 光輻射照野的邊緣離「X」5mm，接收器的邊緣離「X」9mm。因此，Zf為 4mm。 

若想讓光照野的邊緣、X 光輻射照野和接收器尺標的相對位置更為明顯，依下圖所示方式，將 X

光影像重疊在長條型底片上： 
 

 

 

 

 

 

 

 

 

  

d. 將計算出的 Zf值記錄在測量流程中。 

4.依下列方式，判定您需要套用至 Zf的 Global Scaling Factor(S)： 

     a. 從擷像工作站的數位影像中，使用閱片器的 Segment 工具來測量兩個相鄰的主要參考標 

記之間的距離。 

        

 

 

 

 

 

 

 

 b. 得知兩個相鄰主要標記之間的距離為 10mm 之後，使用下列方程式計算 Global Scaling 

Factor(S)： 

  S = 1.063 x d / 10   方程式 2 

註：由於 Segment 工具的參考平面是在乳房支撐物表面上方 2 公分處，因此如上列方程式 2 所示，

將放大係數 1.063 套用至 S 值。 

 

註：您只需要對其中一個光照野邊緣計算一次Global Scaling Factor(S)即可。您可以將判定的Global 

Scaling Factor(S)全面套用至每個光照野邊緣。 

 c. 將判定的 Global Scaling Factor(S)記錄在測量流程中。 

5.使用下列方程式，判定影像平面中的 X 光輻射照野邊緣離接收器邊緣的偏差(Zi)： 

  Zi = S x Zf   方程式 3 

6.將 Zi的計算值記錄在測量流程以及在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的採取行動之準則表格中。 
 
 

 

 

 

 

X 光輻射照野的邊緣 

(在底片平面中) 

接收器的邊緣 
光照野的邊緣 

(在底片平面中) 

Yf=在底片平面中 X 光照野和光照野之間的偏差 

Zf=在底片平面中的 X 光照野和接收器之間的偏差 

測量兩個相鄰主要標記之間

的距離(d)，以公釐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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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測量表 

在下列表格中的項目： 

- 粗斜體為已測量/判定， 

- 粗體為已計算。 

24 公分 x 29 公分 FOV 搭配鉬靶極之結果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Yf D Zf=D-Yf Global Scaling Factor 

(S)=1.063 x d (單位為 mm)/10 

Zi 

(S x Zf) 

左緣(底片 A)      

前半部邊緣(底片 B)     

CW 邊緣(底片 C)     

右緣(底片 D)     

 

24 公分 x 29 公分 FOV 搭配銠靶極之結果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Yf D Zf=D-Yf Global Scaling Factor 

(S)=1.063 x d (單位為 mm)/10 

Zi 

(S x Zf) 

左緣(底片 A)      

前半部邊緣(底片 B)     

CW 邊緣(底片 C)     

右緣(底片 D)     

 

19 公分 x 23 公分置中 FOV 搭配鉬靶極之結果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Yf D Zf=D-Yf Global Scaling Factor 

(S)=1.063 x d (單位為 mm)/10 

Zi 

(S x Zf) 

左緣(底片 A)      

前半部邊緣(底片 B)     

CW 邊緣(底片 C)     

右緣(底片 D)     

 

19 公分 x 23 公分左 FOV 搭配鉬靶極之結果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Yf D Zf=D-Yf Global Scaling Factor 

(S)=1.063 x d (單位為 mm)/10 

Zi 

(S x Zf) 

左緣(底片 A)      

前半部邊緣(底片 B)     

CW 邊緣(底片 C)     

右緣(底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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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分 x 23 公分左 FOV 搭配銠靶極之結果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Yf D Zf=D-Yf Global Scaling Factor 

(S)=1.063 x d (單位為 mm)/10 

Zi 

(S x Zf) 

左緣(底片 A)      

前半部邊緣(底片 B)     

CW 邊緣(底片 C)     

右緣(底片 D)     

 

19 公分 x 23 公分右 FOV 搭配鉬靶極之結果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Yf D Zf=D-Yf Global Scaling Factor 

(S)=1.063 x d (單位為 mm)/10 

Zi 

(S x Zf) 

左緣(底片 A)      

前半部邊緣(底片 B)     

CW 邊緣(底片 C)     

右緣(底片 D)     

 

19 公分 x 23 公分右 FOV 搭配銠靶極之結果 

 步驟 1 步驟 2 步驟 3 步驟 4 

 Yf D Zf=D-Yf Global Scaling Factor 

(S)=1.063 x d (單位為 mm)/10 

Zi 

(S x Zf) 

左緣(底片 A)      

前半部邊緣(底片 B)     

CW 邊緣(底片 C)     

右緣(底片 D)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上述鉬/鉬和銠/銀測試的結果，必須遵守下列的採取行動之準則。 

若系統不符合任何採取行動之準則，建議確認是否已符合所有測試條件，並重新進行測試。 

若不符合採取行動之準則，在測試日期的 30 天內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建議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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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光照野與 X 光輻射照野對齊 

無論是寬度或長度方向(兩個反向邊的總和)，光照野與 X 光輻射照野的總失準偏差，必須維持在射

源至影像接收器距離的 2%內。 

依下列方式，將 X 光輻射照野和光照野之間測得的偏差輸入資料表單(即，每條 XR-M 長條型底片

的 Yf，是在 XR-M 底片測量的步驟 1 中判定) (請參見第 84 頁圖 1 以瞭解底片位置)： 

若|YdA|+|YdD|和|YdB|+|YdC|都小於 13.2mm：即通過本採取行動之準則。 

若|YdA|+|YdD|或|YdB|+|YdC|中任一個超過或等於 13.2mm：即未通過本採取行動之準則。 

 

24 公分 x 29 公分 FOV 鉬/鉬 

在資料表單中輸入，並加總左緣和右緣(忽略+或-符號)的偏差量： 

底片 邊緣 Yf |YfA|+|YfD| 
|YfA|+|YfD|小於 

13.2mm？ 

A 左    

D 右  

 

輸入並加總前半部和後半部(胸壁側)邊緣(不考慮符號)的偏差量： 

底片 邊緣 Yf |YfB|+|YfC| 
|YfB|+|YfC|小於 

13.2mm？ 

B 前半部    

C 後半部(胸壁側)  

 

 

24 公分 x 29 公分 FOV 銠/銀 

輸入並加總左緣和右緣(忽略+或-符號)的偏差量： 

底片 邊緣 Yf |YfA|+|YfD| |YfA|+|YfD|小於 

13.2mm？ 

A 左    

D 右  

 

輸入並加總前半部和後半部(胸壁側)邊緣(不考慮符號)的偏差量： 

底片 邊緣 Yf |YfB|+|YfC| |YfB|+|YfC|小於 

13.2mm？ 

B 前半部    

C 後半部(胸壁側)  

 

19 公分 x 23 公分置中 FOV 鉬/鉬 

在資料表單中輸入，並加總左緣和右緣(忽略+或-符號)的偏差量： 

底片 邊緣 Yf |YfA|+|YfD| |YfA|+|YfD|小於 

13.2mm？ 

A 左    

D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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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並加總前半部和後半部(胸壁側)邊緣(不考慮符號)的偏差量： 

底片 邊緣 Yf |YfB|+|YfC| |YfB|+|YfC|小於 

13.2mm？ 

B 前半部    

C 後半部(胸壁側)  

 

19 公分 x 23 公分置中 FOV 銠/銀 

在資料表單中輸入並加總左緣和右緣(忽略+或-符號)的偏差量： 

底片 邊緣 Yf |YfA|+|YfD| |YfA|+|YfD|小於 

13.2mm？ 

A 左    

D 右  

 

輸入並加總前半部和後半部(胸壁側)邊緣(不考慮符號)的偏差量： 

底片 邊緣 Yf |YfB|+|YfC| |YfB|+|YfC|小於 

13.2mm？ 

B 前半部    

C 後半部(胸壁側)  

 

19 公分 x 23 公分左 FOV 鉬/鉬 

在資料表單中輸入，並加總左緣和右緣(忽略+或-符號)的偏差量： 

底片 邊緣 Yf |YfA|+|YfD| |YfA|+|YfD|小於 

13.2mm？ 

A 左    

D 右  

 

輸入並加總前半部和後半部(胸壁側)邊緣(不考慮符號)的偏差量： 

底片 邊緣 Yf |YfB|+|YfC| |YfB|+|YfC|小於 

13.2mm？ 

B 前半部    

C 後半部(胸壁側)  

 

19 公分 x 23 公分左 FOV 銠/銀 

在資料表單中輸入，並加總左緣和右緣(忽略+或-符號)的偏差量： 

底片 邊緣 Yf |YfA|+|YfD| |YfA|+|YfD|小於 

13.2mm？ 

A 左    

D 右  

 

輸入並加總前半部和後半部(胸壁側)邊緣(不考慮符號)的偏差量： 

底片 邊緣 Yf |YfB|+|YfC| |YfB|+|YfC|小於 

13.2mm？ 

B 前半部    

C 後半部(胸壁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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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分 x 23 公分右 FOV 鉬/鉬 

在資料表單中輸入，並加總左緣和右緣(忽略+或-符號)的偏差量： 

底片 邊緣 Yf |YfA|+|YfD| |YfA|+|YfD|小於 

13.2mm？ 

A 左    

D 右  

 

輸入並加總前半部和後半部(胸壁側)邊緣(不考慮符號)的偏差量： 

底片 邊緣 Yf |YfB|+|YfC| |YfB|+|YfC|小於 

13.2mm？ 

B 前半部    

C 後半部(胸壁側)  

 

19 公分 x 23 公分右 FOV 銠/銀 

在資料表單中輸入，並加總左緣和右緣(忽略+或-符號)的偏差量： 

底片 邊緣 Yf |YfA|+|YfD| |YfA|+|YfD|小於 

13.2mm？ 

A 左    

D 右  

 

輸入並加總前半部和後半部(胸壁側)邊緣(不考慮符號)的偏差量： 

底片 邊緣 Yf |YfB|+|YfC| |YfB|+|YfC|小於 

13.2mm？ 

B 前半部    

C 後半部(胸壁側)  

 
6-2 X 光輻射照野 

X 光輻射照野必須至少延伸至胸壁側和所有四個邊上的作用中影像接收器的邊緣，X 光輻射照野
不得延伸超過表 1 中所註明之影像接收器的範圍，其中 X 為 X 光輻射照野和作用中影像接收器區
域邊緣之間的偏差。 
表 1X 光輻射照野 - 影像接收器採取行動之準則 

底片 邊緣 採取行動之準則 

A 左 若 Zi小於 10mm，即通過測試；不需要採取任何進一步行動。 
若 Zi介於 10mm 和 13.2mm 之間，可能無法通過測試。 

1. 請查詢當地規定， 
2. 若測試未通過，請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尋求協助； 
3. 重新執行準直儀檢查。 

若 Zi超過 13.2mm，即未通過測試。 
1. 請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尋求協助， 
2. 重新執行準直儀檢查。 

D 右 

B 前半部 

C 後半部(胸壁側) 若 Zi介於 4mm 和 7mm 之間，即通過測試； 
不需要採取任何進一步行動。 

若 Zi 介於 0mm 和 4mm 之間或介於 7mm 和 10mm 之間，可能
無法通過測試。 
1. 請查詢當地規定， 
2. 若測試未通過，請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尋求協助， 
3. 重新執行準直儀檢查。 

若 Zi超過 10mm，即未通過測試。 
請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尋求協助， 
重新執行準直儀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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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分 x 29 公分 FOV 鉬/鉬 

底片 邊緣 Zi 通過/未通過/註解(請參見表 1) 

A 左   

D 右   

B 前半部   

C 後半部(胸壁側)   

 

24 公分 x 29 公分 FOV 銠/銀 

底片 邊緣 Zi 通過/未通過/註解(請參見表 1) 

A 左   

D 右   

B 前半部   

C 後半部(胸壁側)   

 

19 公分 x 23 公分置中 FOV 鉬/鉬 

底片 邊緣 Zi 通過/未通過/註解(請參見表 1) 

A 左   

D 右   

B 前半部   

C 後半部(胸壁側)   

 

19 公分 x 23 公分置中 FOV 銠/銀 

底片 邊緣 Zi 通過/未通過/註解(請參見表 1) 

A 左   

D 右   

B 前半部   

C 後半部(胸壁側)   

 

19 公分 x 23 公分左 FOV 鉬/鉬 

底片 邊緣 Zi 通過/未通過/註解(請參見表 1) 

A 左   

D 右   

B 前半部   

C 後半部(胸壁側)   

 

19 公分 x 23 公分左 FOV 銠/銀 

底片 邊緣 Zi 通過/未通過/註解(請參見表 1) 

A 左   

D 右   

B 前半部   

C 後半部(胸壁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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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公分 x 23 公分右 FOV 鉬/鉬 

底片 邊緣 Zi 通過/未通過/註解(請參見表 1) 

A 左   

D 右   

B 前半部   

C 後半部(胸壁側)   

 

19 公分 x 23 公分右 FOV 銠/銀 

底片 邊緣 Zi 通過/未通過/註解(請參見表 1) 

A 左   

D 右   

B 前半部   

C 後半部(胸壁側)   

 

 

 

 

 

 

 

 

 

 

 

 

 

 

 

 

 

 

 

 

 

 

 

 

 

 

 

 

 

 

 

 

 

 

 

 

 

 

 



49 

01C - 用外接數位 X 光接收器的準直儀狀況評估 
1 目的 

確認： 

- X 光輻射照野的延伸部份未超過影像接收器邊緣太多， 

- X 光輻射照野與光照野對齊。 

 

在年度品管測量過程中：24 公分 x 29 公分 FOV。 

在系統安裝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應測試下列的 FOV 和攝影模式： 

- 24 公分 x 29 公分 

- 19 公分 x 23 公分、置中 

- 19 公分 x 23 公分、右 

- 19 公分 x 23 公分、左 

註：應同時測試每個 FOV 的鉬和銠靶極。 

 

2 頻率 

每年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 

 

3 所需設備 

一部含刻度尺標的外接數位 X 光接收器。 

一支含防輻射穿透刻度的尺標。 

註：尺標的刻度和外接數位接收器的刻度應為相同單位(即公分)。 

 

4 必要條件 

無。 

 

5 程序 

5-1 影像擷取 

註：使用非年度表單表格 01 - 準直儀狀況評估來記錄測試結果。 

在進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將測試結果記錄在 Senographe Pristina 乳房 X 光攝影系統的乳房攝影設

備評估摘要中。 

1. 將移動式鉛柵安裝在影像接收器上，並拆下壓迫板。 

2. 將準直儀設為照野尺寸和想要測試的位置。 

3. 開啟照野指示燈光。 

4. 將外接 X 光接收器的中間刻度對齊光照野的其中一個邊緣。請參見圖 1。 

5.  將防輻射穿透尺標的其中一個中間刻度，對齊外接 X 光接收器的中間刻度。尺標應儘可能與

受測邊緣垂直。 

6. 確認尺標至少有兩個主要刻度位於 FOV 內。這在測量影像的放大係數時是必要的。 

7. 將與外接接收器的中間刻度對齊的尺標刻度 A 上的數字(請參見圖 1)輸入 5-2 測量的表 1 中。 

8. 將外接數位接收器安裝在受測邊緣上(左/右/頂部/底部)。 

9. 以下列參數、依受測靶極執行一次曝露： 

焦斑 靶極 濾片 kV mAs 

LF 
鉬 鉬 30 63 

銠 銀 30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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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使用上述參數應能滿足大部份的需求。然而，若使用的外接 X 光接收器無法偵測曝露，可以

調整 kV 和/或 mAs，直到找出合適的參數為止。 

10. 將外接數位接收器所提供的 dev 值記錄在 5-2 測量的表格 1 適當儲存格中。 

11. 對受測試 FOV 的所有四個邊執行步驟 4 至 10。 

12. 同時對鉬和銠陽極靶的大焦斑執行步驟 2 至 11。 

13. 對第 1 節「目的」中列出的所有照野尺寸和攝影模式執行步驟 2 至 11。 

 

 

 

 

 

 

 

 

 

 

 

 

 

 

 

5-2 測量 

1. 在擷取影像上，讀取在先前步驟中擷取的處理過的影像，並開啟它們以進行閱片。 

2. 若想輕鬆執行測量，可按一下縮放 2 倍。 

3. 計算放大係數：使用 Segment 工具來判定兩個主要刻度之間的距離。使用方程式 1 來調整測量

值，並將測得的放大係數 Mag 記錄在 5-2 測量的表格 1 中。 

註：Segment 工具的參考平面位於乳房支撐物表面上方 2 公分。因此，依影像接收器平面調整

Segment 工具的測量值，套用下列縮放比例： 

Mag=1.063*d/10    (方程式 1) 

其中 d 是使用 Segment 工具進行的測量。 

註：若外接 X 光接收器在擷像過程中一直放置在相同平面上，您只需要測量放大係數一次，即可

將它套用於所有四個邊。 

4. 在擷取的影像上，使用 Segment 工具來測量其中一個尺標主要刻度和影像邊緣之間的距離。使

用方程式 1，依影像接收器平面調整測得的值。 

將選取的刻度 B 和測量的距離 d 皆輸入 5-2 測量的表 1 中。 

外接接收器的中間刻度 

光線邊緣 

圖 1 外接接收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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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下列方程式計算影像邊緣和 X 光輻射照野之間的偏差： 

偏差=|A-B|•Mag - d•Mag+dev•Mag   (方程式 2) 

其中： 

- A 是與外接 X 光接收器的中間刻度對齊的尺標刻度數(5-1 影像擷取中的步驟 7) 

- B 是測量影像邊框之間距離的尺標刻度數(5-2 測量中的步驟 4)(參考圖 2) 

- Mag 是放大係數(5-2 測量中的步驟 3 所測量到的) 

- d 是 B 至影像邊緣之間的距離(5-2 測量中的步驟 4) (參考圖 2) 

- dev 是光照野和 X 光之間的偏差(5-1 影像擷取中的步驟 10 所測得) 

6. 檢查 X 光輻射照野的胸壁側邊緣是否已延伸至影像接收器的胸壁側邊緣。 

7. 對所有四個邊重複步驟 1 至 4。 

8. 對所有受測的攝影模式和焦斑重複步驟 1 至 5。 

 

24 x 29 FOV，鉬靶極 

邊 A dev Mag B d X 光輻射照野/影像接

收器偏差 

|A-B|•Mag - 

d•Mag+dev•Mag 

光/X 光偏差 

前半部       
|dev 頂端|+|dev 底部| 

後半部(胸壁側)       

左       
|dev 左|+|dev 右| 

右       

 

24 x 29 FOV，銠靶極 

邊 A dev Mag B d X 光輻射照野/影像接
收器偏差 

|A-B|•Mag - 

d•Mag+dev•Mag 

光/X 光偏差 

前半部       
|dev 頂端|+|dev 底部| 

後半部(胸壁側)       

左       
|dev 左|+|dev 右| 

右       

圖 2 X 光影像上測量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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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x 23 FOV - 中央，鉬靶極 

邊 A dev Mag B d X 光輻射照野/影像接
收器偏差 

|A-B|•Mag - 

d•Mag+dev•Mag 

光/X 光偏差 

前半部       
|dev 頂端|+|dev 底部| 

後半部(胸壁側)       

左       
|dev 左|+|dev 右| 

右       

 

19 x 23 FOV - 中央，銠靶極 

邊 A dev Mag B d X 光輻射照野/影像接收

器偏差 

|A-B|•Mag - 

d•Mag+dev•Mag 

光/X 光偏差 

前半部       
|dev 頂端|+|dev 底部| 

後半部(胸壁側)       

左       
|dev 左|+|dev 右| 

右       

 

19 x 23 FOV - 右，鉬靶極側 

邊 A dev Mag B d X 光輻射照野/影像接收

器偏差 

|A-B|•Mag - 

d•Mag+dev•Mag 

光/X 光偏差 

前半部       
|dev 頂端|+|dev 底部| 

後半部(胸壁側)       

左       
|dev 左|+|dev 右| 

右       

19 x 23 FOV - 右，銠靶極 

邊 A dev Mag B d X 光輻射照野/影像接收

器偏差 

|A-B|•Mag - 

d•Mag+dev•Mag 

光/X 光偏差 

前半部       
|dev 頂端|+|dev 底部| 

後半部(胸壁側)       

左       
|dev 左|+|dev 右|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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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x 23 FOV - 左，鉬靶極 

邊 A dev Mag B d X 光輻射照野/影像接

收器偏差 

|A-B|•Mag - 

d•Mag+dev•Mag 

光/X 光偏差 

前半部       
|dev 頂端|+|dev 底部| 

後半部(胸壁側)       

左       
|dev 左|+|dev 右| 

右       

 

19 x 23 FOV - 左，銠靶極 

邊 A dev Mag B d X 光輻射照野/影像接

收器偏差 

|A-B|•Mag - 

d•Mag+dev•Mag 

光/X 光偏差 

前半部       
|dev 頂端|+|dev 底部| 

後半部(胸壁側)       

左       
|dev 左|+|dev 右|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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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 無論寬度或長度方向(兩個反向邊的總和)，光照野和 X 光輻射照野的總失準偏差必須維   

持在射源至影像接收器距離的 2%以內。 

- X 光輻射照野必須至少延伸至胸壁側的作用中影像接收器的邊緣，且延伸超過部份必須 

是在表 1 中所註明的限制範圍之內。X 是 X 光輻射照野和作用中的影像接收器的邊緣 

之間的偏差。 

 

表 1 X 光輻射照野 - 影像接收器採取行動之準則 

邊緣 採取行動之準則 

左  若 X 低於 10mm，即通過測試，且不需要採取任何進一步行動。 

 若 X 介於 10mm 和 13.2mm 之間，可能無法通過測試。請向醫學物理師洽詢

關於當地規定，若測試未通過，請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重新校正準直儀，然

後重新執行準直儀檢查。 

 若 X 超過 13.2mm，即未通過測試。請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以重新校正準直

儀，然後重新執行準直儀檢查。 

右 

前半部 

後半部(胸壁側)  若 X 介於 4mm 和 7mm 之間，即通過測試，且不需要採取任何進一步行

動。 

 若 X 介於 0mm 和 4mm 或介於 7mm 和 10mm 之間，可能無法通過測試。請

向醫學物理師洽詢關於當地規定，若測試未通過，請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重

新校正準直儀，然後重新執行準直儀檢查。 

 若 X 超過 10mm，測試即未通過。請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以重新校正準直

儀，然後重新執行準直儀檢查。 

 

若系統不符合任何採取行動之準則，建議確認是否已符合所有測試條件，並重新進行測試。 

若不符合採取行動之準則，在測試日期的 30 天內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建議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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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 壓迫板胸壁側邊緣對準 
1 目的 

確保壓迫板的胸壁側邊緣與影像接收器(數位接收器)的胸壁側邊緣對齊。 

在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若臨床上使用，應測試下列壓迫板： 

- 24 x 29 壓迫板 

- 滑動 19 x 23 壓迫板(Sliding 19 x 23 paddle) 

- 彈性 24 x 29 壓迫板(Flexible 24 x 29 paddle) 

- 彈性滑動 19 x 23 壓迫板(Flexible sliding 19 x 23 paddle) 

- 滑動植入 10 x 23 壓迫板(Sliding implant 10 x 23 paddle) 

註：須同時測試每個壓迫板的鉬和銠 X 光照源。 

2 頻率 

在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 

3 所需設備 

一枚硬幣(例如一枚 5 分美元或 5 分歐元硬幣)。 

膠帶。 

4 必要條件 

無 

5 程序 

註：使用非年度表單表格 02 - 壓迫板胸壁側邊緣對準章節來記錄測試結果。 

在進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將測試結果記錄在 Senographe Pristina 乳房 X 光攝影系統的乳
房攝影設備評估摘要中。 

5-1 X 光至光照野測試 

必須同時測試鉬和銠 X 光照源。 

1. 將移動式鉛柵安裝在影像接收器上。 

2. 將準直儀設為最大可用照野尺寸。 

3. 如圖所示，將硬幣黏貼在壓迫板的底部。 

    硬幣必須儘可能接近胸壁側邊緣的壓迫板內部垂直表面的切線。 

 

 

4. 將硬幣放置在靠胸壁側邊緣的中央。 

 

 

 

 

 

 

 
5. 插入壓迫板，並將它放置在離乳房支撐物約 4.2 公分處。 
6. 使用下列參數執行手動曝露： 

- 靶極/濾片組合：鉬/鉬或銠/銀 
- 30kVp 
- 25mAs 

壓迫板內部垂直表面 壓迫板外部垂直表面 

胸壁側邊緣 

大硬幣必須儘量接

近，但仍在內部垂

直表面的切線內 

壓迫板內部垂直表面 

硬幣 

胸壁側邊緣 

壓迫板側視圖 

硬幣 

壓迫板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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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壓迫板(硬幣)測量 

1. 依照下列說明的方式來測量和計算硬幣和臨床使用的壓迫板。 

硬幣有兩種可能的幾何狀況。 

 

 

 

 

 

 
 

狀況 1：在壓迫板上的硬幣外緣超過接收器的邊緣。因此硬幣的某部份在接收器外。 

狀況 2：在壓迫板上的硬幣外緣未超過接收器邊緣。因此硬幣的所有部份都在接收器內。 

2. 查驗影像並判定其幾何狀況。 

若整枚硬幣都在接收器內(狀況 2)，就代表硬幣或壓迫板與接收器的胸壁側邊緣的相對位置有

問題。 

a. 請重新調整硬幣位置， 

b. 進行另一次曝露， 

c. 回到本節的步驟 1。 

若仍可看到整枚硬幣，請更換壓迫板或對其進行調整。重作測試。 

若硬幣的某部份穿過接收器的邊緣(狀況 1)，壓迫板與接收器的胸壁側邊緣的相對位置即為正確。 

繼續進行本流程中的測量，以判定壓迫板的邊緣是否穿過。 

3. 從擷像工作站的數位影像，在 Segment 工具平面中使用 Segment 工具來測量下列項目： 

- 硬幣的直徑(Wd)， 

- 硬幣與影像接收器的邊緣垂直的部份直徑(Pd)。 

4. 將測量的 Wd和 Pd值插入以下的表格中。 

5. 使用下列方程式，由 Wd和 Pd的值計算壓迫板的邊緣和影像接收器的邊緣之間的對準偏差(Z'd) 

(在 Segment 工具的平面中)： 

Z’d = (Wd – Pd) 方程式 6 

6. 由於 Segment 工具的參考平面在乳房支撐物表面上方 2 公分，故請使用下列方程式，依壓迫板

平面調整在 Segment 工具的平面中計算出的偏差(Z’d)： 

Zd = Z’d · M 方程式 7 

 

其中： Zd=參照影像接收器平面的計算。 

 Z'd=使用 Segment 工具進行的計算。 

 M=0.964。 

7. 將 Zd值插入以下的表格，以及採取行動之準則 6 的表格中。 

8. 填寫下列說明的相關表格。 

在這些表格中，粗斜體部份為測量的項目，粗體部份則為計算的項目。 

 

 

 

X 光輻射照野的邊緣 X 光輻射照野的邊緣 

接收器的邊緣 接收器的邊緣 

狀況 1 狀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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鉬/鉬 - 24 x 29 壓迫板 

 步驟 1 與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幾何狀況 Wd Pd Z’d Zd  

(0.964 x Z'd) 

硬幣 

(底部邊緣)  

(胸壁側) 

     

 

鉬/鉬 - 滑動 19 x 23 壓迫板(Sliding 19 x 23 paddle) 

 步驟 1 與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幾何狀況 Wd Pd Z’d Zd  

(0.964 x Z'd) 

硬幣 

(底部邊緣) 

(胸壁側) 

     

 

鉬/鉬 - 彈性 24 x 29 壓迫板(Flexible 24 x 29 paddle) 

 步驟 1 與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幾何狀況 Wd Pd Z’d Zd  

(0.964 x Z'd) 

硬幣 

(底部邊緣)  

(胸壁側) 

     

 

鉬/鉬 - 彈性滑動 19 x 23 壓迫板(Flexible sliding 19 x 23 paddle) 

 步驟 1 與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幾何狀況 Wd Pd Z’d Zd  

(0.964 x Z'd) 

硬幣 

(底部邊緣)  

(胸壁側) 

     

 

鉬/鉬 - 滑動植入 10 x 23 壓迫板(Sliding implant 10 x 23 paddle) 

 步驟 1 與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幾何狀況 Wd Pd Z’d Zd  

(0.964 x Z'd) 

硬幣 

(底部邊緣)  

(胸壁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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銠/銀 - 24 x 29 壓迫板 

 步驟 1 與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幾何狀況 Wd Pd Z’d Zd  

(0.964 x Z'd) 

硬幣 

(底部邊緣)  

(胸壁側) 

     

 

銠/銀 - 滑動 19 x 23 壓迫板(Sliding 19 x 23 paddle) 

 

 步驟 1 與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幾何狀況 Wd Pd Z’d Zd  

(0.964 x Z'd) 

硬幣 

(底部邊緣)  

(胸壁側) 

     

 
銠/銀 - 彈性 24 x 29 壓迫板(Flexible 19 x 23 paddle) 

 步驟 1 與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幾何狀況 Wd Pd Z’d Zd  

(0.964 x Z'd) 

硬幣 

(底部邊緣)  

(胸壁側) 

     

 

銠/銀 - 彈性滑動 19 x 23 壓迫板(Flexible sliding 19 x 23 paddle) 

 步驟 1 與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幾何狀況 Wd Pd Z’d Zd  

(0.964 x Z'd) 

硬幣 

(底部邊緣)  

(胸壁側) 

     

 

銠/銀 - 滑動植入 10 x 23 壓迫板(Sliding implant 10 x 23 paddle) 

 步驟 1 與 2 步驟 3 步驟 4 步驟 5 

 幾何狀況 Wd Pd Z’d Zd  

(0.964 x Z'd) 

硬幣 

(底部邊緣)  

(胸壁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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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1. 壓迫板的胸壁側邊緣不得出現在乳房 X 光照片中。 
2. 壓迫板的胸壁側邊緣延伸超過影像接收器的胸壁側邊緣的部份，不得多於射源至影像接收器距

離的 1%。 
3. 為壓迫板(硬幣)測量的步驟 6 (臨床使用壓迫板時)中所判定的硬幣值 Zd，輸入壓迫板的邊緣和

影像接收器的邊緣之間的對準偏差。 
- 若硬幣的 Zd值小於 6.6mm，代表通過本採取行動之準則。 
- 若硬幣的 Zd值超過或等於 6.6mm，代表未通過本採取行動之準則。 

4. 僅填寫必要的表格(臨床使用壓迫板時)： 
鉬/鉬 - 24 x 29 壓迫板 

邊緣 Zd Zd的值是否小於 6.6mm？ 

後半部(胸壁側)   

 
鉬/鉬 - 滑動 19 x 23 壓迫板(Sliding 19 x 23 paddle) 

邊緣 Zd Zd的值是否小於 6.6mm？ 

後半部(胸壁側)   

 
鉬/鉬 - 彈性 24 x 29 壓迫板(Flexible 19 x 23 paddle) 

邊緣 Zd Zd的值是否小於 6.6mm？ 

後半部(胸壁側)   

 
鉬/鉬 - 彈性滑動 19 x 23 壓迫板(Flexible sliding 19 x 23 paddle) 

邊緣 Zd Zd的值是否小於 6.6mm？ 

後半部(胸壁側)   

 
鉬/鉬 - 滑動植入 10 x 23 壓迫板(Sliding implant 10 x 23 paddle) 

邊緣 Zd Zd的值是否小於 6.6mm？ 

後半部(胸壁側)   

 
銠/銀 - 24 x 29 壓迫板 

邊緣 Zd Zd的值是否小於 6.6mm？ 

後半部(胸壁側)   

 
銠/銀 - 滑動 19 x 23 壓迫板(Sliding 19 x 23 paddle) 

邊緣 Zd Zd的值是否小於 6.6mm？ 

後半部(胸壁側)   

 
銠/銀 - 彈性 24 x 29 壓迫板(Flexible 19 x 23 paddle) 

邊緣 Zd Zd的值是否小於 6.6mm？ 

後半部(胸壁側)   

 
銠/銀 - 彈性滑動 19 x 23 壓迫板(Flexible sliding 19 x 23 paddle) 

邊緣 Zd Zd的值是否小於 6.6mm？ 

後半部(胸壁側)   

 
銠/銀 - 滑動植入 10 x 23 壓迫板(Sliding implant 10 x 23 paddle) 

邊緣 Zd Zd的值是否小於 6.6mm？ 

後半部(胸壁側)   

 
若不符合採取行動之準則，必須在臨床使用前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建議您聯絡 GE 維
修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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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Flexible 壓迫板的壓迫偏度測試 

 

1 目的 

確保 flexible 壓迫板能對乳房施加有效的壓迫力。 

 

2 頻率 

應每年度、在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或在疑似效能減損時實施本測試。 

 

3 所需設備 

Senographe Pristina 隨附的四片三角形壓克力板(10mm 厚、150 x 150mm)。 

 

4 程序 

註：使用非年度表單表格 03 - Flexible 壓迫板的壓迫偏度測試來記錄測試結果。 

在進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將測試結果記錄在 Senographe Pristina 乳房 X 光攝影系統的乳
房攝影設備評估摘要中。 

執行下列兩項測試： 

1. 測試中等的壓迫表現。 

a. 將欲測試的 24 x 29flexible 壓迫板安裝在板架上。 

b. 放置並壓緊系統附的三片三角形壓克力板。它們應置中對齊胸壁側軸線，三角形底邊擠入
X 光 

  區域內約 20mm，且如頂視圖所示，三角形(虛線)大部份皆延伸至 FOV 範圍外。 

c. 在堆疊壓克力上施加 10±1 daN 壓迫力。 

 

 

 

 

 

 

 

 

 

 

 

 

 

 

 

d. 以目視檢查判定壓迫板的後方底部邊緣和乳房支撐物是否相碰觸。 

- 若觀察到間隙，即通過測試。 

- 若觀察到一般，即未通過測試。 

 

下圖描繪觀察到無任何一般的側視圖：已通過測試。 

 
 

20 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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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測試最大效能壓迫。 

a. 解除壓迫並移除之前的設置。 

b. 將系統附的四片三角形壓克力板(1)放置在乳房支撐物上(每邊各兩片)。應將它們沿著
flexible 壓迫板側面邊緣置中，以三角形指向接管(虛線)的方式擺放。 

 
c. 在該攝影模式中會先使用電動式壓迫力，然後在達到電動式上限之後使用手動壓迫力，將
壓迫力升高至最大壓迫力。 

 
d. 以目視檢查判定壓迫板的後方底部邊緣和乳房支撐物是否相碰觸。 

e. 若觀察到間隙，即通過測試。 

f. 若觀察到一般，即未通過測試。 

 
g. 使用 19 x 23 滑動 flexible 壓迫板，對所有壓迫板位置重複步驟 a 至 d。 

 

5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在施加中度壓迫力(流程中的步驟 1.d)或最大壓迫力(流程中的步驟 2.d)時，壓迫板和乳房支撐物之

間不得有任何一般。 

若不符合採取行動之準則，請在進一步使用壓迫板執行臨床造影前找出問題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

建議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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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 次系統調制轉換函數測量 

 

1 目的 

本測試的設計，是藉由取得次系統調制轉換函數(MTF)的估計值，以確保在接收器平面的 0 至 5 

lp/mm 空間頻率範圍有充足的對比性： 

- 適用於大焦斑的 2.09 和 3.93 lp/mm 的物件頻率， 

- 適用於小焦斑的 5 和 8 lp/mm 的物件頻率，若臨床使用， 

其結果是由 X 光管球焦斑和接收器組成的次系統調制轉換函數的測量值。 

 

2 頻率 

每年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 

 

3 所需設備 

解析度 Bar pattern 包括 2.09 和 3.93 lp/mm 的空間頻率群組，且厚度少於 0.1mm 鉛。「指南 一」、

第 5-1 節適用的 Bar pattern 介紹適用的 Bar pattern。 

解析度 Bar pattern 包括 5 和 8 lp/mm 的空間頻率群組，並擁有相當於厚度至少 25 m 鉛。 

本 Bar pattern： 

- Bar pattern 的低頻端至 5 lp/mm 測試物群組中心的距離不得大於 6mm。 

- Bar pattern 的低頻端至 8 lp/mm 測試物群組中心的距離不得大於 12mm。 

在「指南 一」、第 5-1 節適用的 Bar pattern 中介紹適用的 Bar pattern。 

4.5 公分厚的壓克力塊或壓克力板堆疊，且橫切面至少為 12 公分 x 12 公分。若依據本流程中所提
供的特定指示說明，也可將用於 AOP 模式和訊雜比檢查的梯形壓克力板用來進行本測量。針
對適用於美國乳房攝影品質標準法規定的機構，Senographe Pristina 系統附適當的材料，其他機
構則以選購方式提供。 

註：支撐 Bar pattern 的 4.5 公分壓克力即稱為壓克力塊，無論它是由單一方塊或一疊壓克力板所
組成。 

 

註：某些解析度測試裝置包含兩個彼此直角放置的 Bar pattern。這些測試物的注意事項，包括兩
個測試物之間的角度，以及依據本流程需求放置測試物的能力。若想瞭解更多資訊，請參見「指
南 一」、第 5-3 節的使用雙重正交測試物進行調制轉換函數測量。 

 

註：不精確的 Bar pattern 頻率，可能會造成調制轉換函數的系統性錯誤。請參見「指南 一」、第
5-4 節的 Bar pattern 頻率不精確，以瞭解 Bar pattern 頻率不精確的相關資訊，以及「指南 一」、
第 5-5 節的調制轉換函數測量對 Bar pattern 頻率錯誤的敏感性，以瞭解關於調制轉換函數測量對
空間頻率錯誤的敏感性的資訊。 

註：為避免錯誤結果，Bar pattern 和壓克力塊必須清潔且無任何刮傷。 

 

註：為了使接收器的溫度趨於穩定，在執行任何與接收器影像品質相關的測量之前，將系統電源
開啟至少 10 分鐘。若在 10 分鐘暖機期間之後有任何測試未通過，請參見「指南 一」、第 5-8 節
的若不符合規格所必須採取的措施。 

 

4 必要條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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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流程 

註：使用非年度表單表格 04 - 次系統調制轉換函數測量來記錄測試結果。 
在進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將測試結果記錄在 Senographe Pristina 乳房 X 光攝影系統的乳
房攝影設備評估摘要中。 

將會在下列標題中，說明次系統調制轉換函數測量的必要流程： 
流程 1 - 大焦斑曝露的準備作業。 
流程 2 - 大焦斑方向寬度的設定和影像擷取。 
流程 3 - 大焦斑方向長度的設定和影像擷取。 
流程 4 - 小焦斑曝露的準備作業。 
流程 5 - 小焦斑寬度的設定和影像擷取。 
流程 6 - 小焦斑方向長度的調制轉換函數測量的設定和曝露。 
流程 7 - 在使用大焦斑擷取的影像上測量。 
流程 8 - 在使用小焦斑擷取的影像上測量。 
流程 9 - 調制轉換函數計算。 
只有在臨床上使用小焦斑時，使用者才必須執行流程 5、6、8 和 9。 
5-1 流程 1 - 大焦斑曝露的準備作業 

1. 執行正常醫學應用程式。 
2. 在 Medical Application 程式中開啟一個新病患(將它命名，例如次系統調制轉換函數)。 
3. 若尚未安裝，請將移動式鉛柵安裝在影像接收器上。 
4. 移除壓迫板。 
5. 將準直儀設為置中 19 x 23 公分照野尺寸。 
5-2 流程 2 - 大焦斑方向寬度的設定和影像擷取 

1. 將壓克力塊放置在移動式鉛柵的乳房支撐物表面上。 
2. 將含有 2.09 和 3.93 lp/mm 的解析度測試物放置在壓克力塊上。 
3. 調整測試物的條紋方向，使其平行於陽極-陰極軸線(垂直於移動式鉛柵的胸壁側邊緣)。 

- 使用方形壓克力塊： 
a. 請參考圖 1。 
b. 將方塊的一邊對齊移動式鉛柵的胸壁側邊緣。 
c. 將方塊左右置中。 
d. 將測試物左右置中。 

          e.  將測試物的邊緣放置在影像接收器的胸壁側邊緣 1 公分的範圍內(請參見圖 3)。 
註：請參見圖 3，以瞭解放置測試物邊緣的需求。在大焦斑的情況，在使用 Segment 工具從影像
測量時，從影像接收器的胸壁側邊緣到測試物的邊緣的距離不得超過 10.5mm。 

- 若您使用梯形壓克力塊： 
a. 請參考圖 2。 
b. 將方塊的其中一個非平行邊對齊移動式鉛柵的胸壁側邊緣。 
c. 將 Bar pattern 放置在方塊上，讓 Bar pattern 低頻端的其中一個角落，在中間點與
較短梯形底邊形成正切。 

           d. 將方塊和測試物一起移動，以便讓測試物左右置中。 
4. 選擇手動曝露控制模式，並設定下列參數： 

- 鉬靶極；鉬濾片；30kVp；140mAs。 
5. 選擇左側乳房並進行曝露。 
6. 選擇手動曝露控制模式，並設定下列參數： 

- 銠靶極；銀濾片；30kVp；140mAs。 
7. 選擇左側乳房並進行曝露。 

 

 

 

 

 

 

 

 

 

 

 

移動式鉛柵的乳房支撐物表面 

Bar Pattern 

4.5 公分壓克力塊 

移動式鉛柵的的胸壁側邊緣 

圖 1 大焦斑寬度的調制轉換函數評估 - 方形壓克力塊和 Bar pattern 的擺位 

焦斑的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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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流程 3 - 大焦斑方向長度的設定和影像擷取 

1. 調整測試物的條紋方向，使其垂直於陽極-陰極軸線(平行於移動式鉛柵的胸壁側邊緣)。 

2. 將 Bar pattern 的低頻端放置朝向影像接收器的胸壁側邊緣。 

- 若您使用方形壓克力塊： 

a.請參考圖 4。 

b. 維持在流程 2 - 大焦斑方向寬度的設定和影像擷取中設定的壓克力塊擺放方式。 

c.將測試物左右置中。 

d.將測試物的邊緣放置在影像接收器的胸壁側邊緣 1 公分的範圍內。 

- 若您使用梯形壓克力塊： 

a.請參考圖 5。 

b.放置 Bar pattern，讓 Bar pattern 低頻端的其中一個角落，在底邊中間點與較短梯 

形底邊形成正切。 

c.同時移動方塊和測試物，將測試物左右置中，同時將方塊的其中一非平行邊與移 

             動式鉛柵的胸壁側邊緣對齊。 

3.  選擇手動曝露控制模式，並設定下列參數： 

    - 鉬靶極；鉬濾片；30kVp；140mAs。 

4. 選擇左側乳房並進行曝露。 

5. 選擇手動曝露控制模式，並設定下列參數： 

 - 銠靶極；銀濾片；30kVp；140mAs。 
6. 選擇左側乳房並進行曝露。 
 

移動式鉛柵的的胸壁側邊緣 

Bar Pattern 的低頻端 

4.5 公分壓克力塊 

移動式鉛柵的乳房支撐物表面 

在短梯形底邊中間點的條紋測試物角落 

圖 2 大焦斑寬度的調制轉換函數評估 - 梯形壓克力塊和 Bar pattern 的擺位 

焦斑的視圖 

系統側視圖 

影像接收裝置 

條紋測試物 ≤1 公分 

4.5 公分壓克力塊 

移動式鉛柵的的胸壁側邊緣 

圖 3 大焦斑長度和寬度的調制轉換函數評估 - 壓克力塊和 Bar pattern 的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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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流程 4 - 小焦斑曝露的準備作業 

若您在臨床上使用小焦斑，請依下列流程操作。 

本工作卡的採取行動之準則適用於 1.8 倍放大架。 

即使您在臨床上使用 1.5 倍放大架，請仍使用本放大架來執行這些流程。 

無論您在臨床上使用的放大架為何，測試結果皆有效。 

1. 繼續執行 Medical Application 程式。 

2. 將移動式鉛柵安裝從影像接收器取下。 

3. 若尚未移除，請取下壓迫板。 

4. 安裝能提供 1.8 倍放大率的放大架。 

註：在安裝放大架時，準直儀將會自動調整並設定為最大的照野尺寸(13 公分 x 23 公分)。 

5. 將準直儀設為 13 公分 x 18 公分照野尺寸。 

 

 

 

 

焦斑的視圖 

移動式鉛柵的乳房支撐物表面 

4.5 公分壓克力塊 

移動式鉛柵的胸壁側邊緣 在短梯形底邊中間點的

條紋測試物角落 

條紋測試物的低頻端 

圖 5 大焦斑長度的調制轉換函數評估 - Bar pattern 在梯形壓克力塊上的擺位 

焦斑的視圖 

移動式鉛柵的胸壁側邊緣 

條紋測試物的低頻端 

4.5 公分壓克力塊 

至影像接收裝置的 

胸壁側邊緣≤1 公分 

圖 4 大焦斑長度的調制轉換函數評估 - Bar pattern 在方形壓克力塊上

的擺位 

移動式鉛柵的乳房支撐物表

影像接收裝置的胸壁側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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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流程 5 - 小焦斑寬度的設定和影像擷取 

若您在臨床上使用小焦斑，請依下列流程操作。 

本工作卡的採取行動之準則適用於 1.8 倍放大架。 

即使您在臨床上使用 1.5 倍放大架，請仍使用本放大架來執行這些流程。 

無論您在臨床上使用的放大架為何，測試結果皆有效。 

1. 將壓克力塊放置在放大架的乳房支撐物表面上。 

2. 將含有 5 和 8 lp/mm 的解析度測試物放置在壓克力塊上。 

3. 將測試物條紋的方位調整成與陽極-陰極軸平行。 

- 若您使用方形壓克力塊： 

a. 將方塊的一邊對齊放大架的胸壁側表面。 

b. 將方塊左右置中。 

c. 將測試物左右置中。 

d. 將 Bar pattern 的邊緣放置在離放大架的胸壁側表面 50mm 處(請參見圖 7)。 

- 若您使用梯形壓克力塊： 

a. 請參考圖 6。 

b. 將方塊的其中一個非平行邊對齊放大架的胸壁側表面。 

c. 將其他非平行邊對齊光照野的側面邊緣。 

d. 將 Bar pattern 的低頻端朝向方塊對齊光照野側面邊緣的一邊。 

e. 將 Bar pattern 的邊緣放置在離放大架的胸壁側表面 50mm 處(請參見圖 7)。 

4. 選擇手動曝露控制模式，並設定下列參數： 

  - 鉬靶極；鉬濾片；30kVp；140mAs。 

5. 選擇左側乳房並進行曝露。 

6. 選擇手動曝露控制模式，並設定下列參數： 

   - 銠靶極；銀濾片；30kVp；140mAs。 

7. 選擇左側乳房並進行曝露。 

 

 

 

 

 

 

 

 

 

 

 

 

 

 

 

 

 

 

 

 

 

 

 

 

 

 

 

 

 

放大鏡的胸壁側邊緣 

放大鏡的乳房支撐物表面 

4.5 公分壓克力塊 
光照野的邊緣與梯形的側面對齊 

條紋測試物的低頻端 

圖 6 小焦斑寬度的調制轉換函數評估 - 梯形壓克力塊和 Bar pattern 的擺位 

焦斑的視圖 

光照野；13 x 18 視野 

50 公釐 

影像接收裝置 

放大鏡的胸壁側表面 

4.5 公分壓克力塊 

條紋測試物 

圖 7 小焦斑寬度和長度的調制轉換函數評估 - 梯形壓克力塊和 Bar pattern 的擺位 

系統側視圖 50 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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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流程 6 - 小焦斑方向長度的調制轉換函數測量的設定和曝露 

若您在臨床上使用小焦斑，請依下列流程操作。 

本工作卡的採取行動之準則適用於 1.8 倍放大架。 

即使您在臨床上使用 1.5 倍放大架，請仍使用本放大架來執行這些流程。 

無論您在臨床上使用的放大架為何，測試結果皆有效。 

1. 維持流程 6 中設定的壓克力塊放置方式。 

2. 將測試物條紋的方位調整成與陽極-陰極軸垂直。 

3. 將 Bar pattern 的低頻端朝影像接收器的胸壁側邊緣方向擺放(請參見圖 8)。 

4. 將 Bar pattern 的邊緣放置在離放大架的胸壁側表面 50mm 處。 

5. 將測試物左右置中。 

註：因為焦斑的長度會隨著陽極-陰極軸線方向的位置改變，焦斑長度的調制轉換函數測量對於沿

著該方向的 Bar pattern 的位置十分敏感。至於離放大架的胸壁側表面 50mm 附近的小焦斑，則發

現次系統調制轉換函數會在 5 lp/mm 時以 0.0025/mm、5 lp/mm 時以 0.0032/mm，和在 8 lp/mm 時

以 0.0042/mm 的速率，從照野的胸壁側邊緣以遞增距離增加。若想獲得一致的結果，請在每次測

量時仔細重現 Bar pattern 的位置。 

6. 選擇手動曝露控制模式，並設定下列參數： 

 - 鉬靶極；鉬濾片；30kVp；140mAs。 

7. 選擇左側乳房並進行曝露。 

8. 選擇手動曝露控制模式，並設定下列參數： 

 - 銠靶極；銀濾片；30kVp；140mAs。 

9. 選擇左側乳房並進行曝露。 

 

 

 

 

 

 

 

 

 

 

 

 

 

 

 

 

 

 

 

 

 

 

放大架的胸壁側邊緣 

條紋測試物的低頻端 

4.5 公分壓克力塊 放大架的乳房支撐物表面 

光照野的邊緣與梯形 

的側面對齊 

圖 8 大焦斑寬度的調制轉換函數評估 - 梯形壓克力塊和 Bar pattern 的擺位 

焦斑的視圖 

光照野；13 x 18 視野 

50 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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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流程 7 - 在使用大焦斑擷取的影像上測量 

1. 在完成流程 1 至 7 之後，會顯示未經處理的影像以供閱片。 

註：請勿在處理過的影像上進行測量。 

2. 在閱片窗的「閱片」索引標籤中選擇縮放「x1」。 

3. 調整 WW 和 WL，以獲得最佳的 Bar pattern 影像能見度。 

4. 請使用橢圓工具，對每個使用大焦斑擷取的影像進行下列說明的測量。請參考圖 9。 

- 若測試物對像素矩陣的角度較小，例如低於 10°，可旋轉的橢圓工具以改變 ROI 並對齊測

試物群組(請參考「指南 一」、第 5-6 節的橢圓工具，以瞭解使用橢圓工具的資訊)。 

- 若測試物的角度超過 10°，請依「指南 一」、第 5-5 節的調制轉換函數測量對 Bar pattern

頻率錯誤的敏感性中所說明的方式，重複擷取 Bar pattern 影像或對調制轉換函數套用頻率

修正。 

a.設定僅包含 2.09 lp/mm 測試物的最大 ROI (請參見圖 9、ROI 1 並插入(a)。 

b.調整 ROI 大小，以儘可能包含最多的 2.09 lp/mm 群組，但不要讓 ROI 超過測試物群組

的影像。 

c.請參見「指南 一」、第 5-2 節的調制轉換函數與 ROI 寬度的變化，以瞭解 ROI 尺寸對

於測量的影響。 

d.記錄 ROI 標準偏差、N(2.09)。 

e.設定僅包含 3.93 lp/mm 測試物的最大 ROI (請參見圖 9、ROI 2 並插入(b)。 

f.調整 ROI 大小，以儘可能包含最多的 3.93 lp/mm 群組，但不要讓 ROI 超過測試物群組

的影像。 

g.記錄 ROI 標準偏差、N(3.93)。 

註：在測試物的低頻端，有一大片已移除高衰減性測試物材質的區域。在下文中，將它稱為「Space」

材質。高衰減性材質的附近區域則稱為「Bar」材質。 

h.選擇一個預設尺寸，並僅包含「Space」材質的 ROI (請參見圖 9、ROI 3)。 

i.記錄 ROI 平均值、Ss和標準偏差、Ns。 

j.選擇一個預設尺寸，並僅包含「Bar」材質的 ROI (請參見圖 9、ROI 4)。 

k.記錄 ROI 平均值、Sb和標準偏差、Nb。 

註：大焦斑次系統調制轉換函數的分析需要擷取四種情況的資料—鉬靶極、焦斑長度；鉬靶極、焦

斑寬度；銠靶極、焦斑長度；銠靶極、焦斑寬度。N(2.09)、N(3.93)、Ss、Ns、Sb和 Nb等所有會用

來評估特定情況的數值，都必須是來自該情況的影像。 

 

若操作人員使用合併兩種正交 Bar pattern 的解析度測試工具，就只需要擷取兩個影像，但每組

N(2.09)、N(3.93)、Ss、Ns、Sb和 Nb的數值都必須來自相同 Bar pattern 的測量值。例如，從定方位

的 Bar pattern 的影像所擷取，以分析焦斑寬度的 Ss、Ns、Sb和 Nb值，不得用於焦斑長度的分析，

除非操作人員已事先確認兩個 Bar pattern 能為本流程所使用的光譜製作出相同程度的 X 光射束衰

減。 

 

 

 

 

 

 

 

 

 

 

 

 

 
圖 9 大焦斑寬度的調制轉換函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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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流程 8 - 在使用小焦斑擷取的影像上測量 

若您在臨床上使用小焦斑，請依本流程操作。因為本工作卡中說明的採取行動之準則適用於 1.8 倍

放大架，因此即使您在臨床上使用 1.5 倍放大架，亦請使用本放大架來執行這些流程。無論您在臨

床上使用的放大架為何，測試結果皆有效。 

1. 開啟以小焦斑擷取的未經處理影像。 

註：請勿在處理過的影像上進行測量。 

2. 使用縮放「1」來檢視影像。 

3. 請使用橢圓工具，對每個使用小焦斑擷取的影像進行下列說明的測量。 

4. 請參考圖 10。 

 - 若測試物對像素矩陣的角度較小，例如低於 10°，可旋轉橢圓工具以改善 ROI 與測試物群

組的對準(請參考「指南 一」、第 5-6 節的橢圓工具，以瞭解使用橢圓工具的資訊)。 

 - 若測試物的角度超過 10°，請依「指南 一」、第 5-5 節的調制轉換函數測量對 Bar pattern

頻率錯誤的敏感性中所說明的方式，重複擷取 Bar pattern 影像或對調制轉換函數套用頻率

修正。 

a.設定僅包含 5 lp/mm 測試物的最大 ROI (請參見圖 10、ROI 1、插入(a)。 

b.調整 ROI 大小，以儘可能包含最多的 5 lp/mm 群組，但不要讓 ROI 超過測試物群組的

影像。 

c.請參見「指南 一」、第 5-2 節的調制轉換函數與 ROI 寬度的變化，以瞭解 ROI 尺寸對於

測量的影響。 

d.記錄 ROI 標準偏差、N(5)。 

e.設定僅包含 8 lp/mm 測試物的最大 ROI (請參見圖 10、ROI 2 並插入(b)。 

f. 調整 ROI 大小，以儘可能包含最多的 8 lp/mm 群組，但不要讓 ROI 超過測試物群組的影

像。 

g.記錄 ROI 標準偏差、N(8)。 

註：用來評估小焦斑的測試測試物分屬兩種一般類型—含高衰減性基質和含低衰減性基質的類型。

本測試的主要差異是在測試物的低頻端的「Space」材質和「Bar」材質的位置。請參見圖 11 各種

測試物的「Space」材質和「Bar」材質的區域。 

h.選擇僅包含「Space」材質的待測區域(圖 11(a) ROI 3a 適用於高衰減基質測試物；圖 11 

(b) ROI 3b 適用於低衰減性基質測試物)。 

 記錄 ROI 平均值、Ss和標準偏差、Ns。 

i. 選擇僅包含「Bar」材質的 ROI (圖 11(a) ROI 4a 適用於高衰減性基質測試物；圖 11 (b) ROI 

4b 適用於低衰減性基質測試物)。 

 記錄 ROI 平均值、Sb和標準偏差、Nb。 

註：用來採樣條紋和空白材質的 ROI 尺寸和擺放方式，需視測試所使用的特定 Bar pattern 的特性

而定。設定兩個大致相同形狀，並放置在 Bar pattern 的相同端的 ROI。將每個 ROI 區域設為用來

測量 8 lp/mm 中的標準偏差的 ROI 區域的±25%以內。 

註：小焦斑次系統調制轉換函數的分析需要擷取四種情況的資料： 

- 鉬靶極、焦斑長度； 

- 鉬靶極、焦斑寬度； 

- 銠靶極、焦斑長度； 

- 銠靶極、焦斑寬度。 

N(5)、N(8)、Ss、Ns、Sb、和 Nb等所有用於評估特定情況的數值，都必須是來自該情況的影像。若

操作人員使用合併兩種正交 Bar pattern 的解析度測試工具，就只需要擷取兩個影像，但每組 N(5)、

N(8)、Ss、Ns、Sb和 Nb的數值都必須來自相同 Bar pattern 的測量值。例如，從定方位的 Bar pattern

的影像所擷取，以分析焦斑寬度的 Ss、Ns、Sb和 Nb值，不得用於焦斑長度的分析，除非操作人員

已事先確認兩個 Bar pattern 能為本流程所使用的光譜製作出相同程度的 X 光射束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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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顯示由高衰減性基質製成的測試物的影像。 

 

 

 

 

 

 

 

 

 

 

本圖顯示由高衰減性基質(左)，例如金箔製成的測試測試物的影像；以及由低衰減性基質(右)，例

如塑膠製作的測試物。 

基於本測試之目的，主要差異是「Space」材質和「Bar」材質的位置。 

 

 

 

 

 

 

 

 

 

 

 

 

 

 

 

 

 

 

 

 

5-9 流程 9 - 調制轉換函數計算 

1. 在每種情況(每一焦斑尺寸、每個陽極靶和每個軸)下，請使用下列方程式來估計兩個頻率點

的調制轉換函數 M(f)： 

 

 
 
 
其中： 

Ss = 僅包括「Space」材質的待測區域 (ROI) 中的平均值， 
Sb = 僅包括「Bar」材質的 ROI 中的平均值， 
Ns = 僅包括「Space」材質的 ROI 中的標準偏差， 
Nb = 僅包括「Bar」材質的 ROI 中的標準偏差， 
N(f) = 包括頻率 f 的 Bar pattern 群組的 ROI 中的標準偏差，以及 
M(f) = 在頻率 f 時的調制轉換函數。 
f = 適用於大焦斑的 2.09 和 3.93 lp/mm。 
f = 適用於小焦斑的 5 和 8 lp/mm。 

請參見指南 一、第 5-7 節調制轉換函數計算的參考，以瞭解這些計算的參考素材。 
 
 
 

圖 10 小焦斑的調制轉換函數分析 

圖 11 高和低衰減性測試測試物的影像 

「Space」材質 

「Bar」材質 

低衰減性基質 高衰減性基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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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有必要，請修正條紋模板頻率不精確的調制轉換函數。 
請參見「指南 一」、第 5-5 節的調制轉換函數測量對 Bar pattern 頻率錯誤的敏感性，以瞭解
調制轉換函數對 Bar pattern 頻率錯誤的敏感性。 

3. 關閉「閱片器」視窗。 
註：雖然不完全相同，但從影像測量的調制轉換函數，可能會與處理過的影像所測得的調制轉換函
數具有相似的量值。若調制轉換函數的量值突然改變，請檢查並確認分析是從影像進行。若是從處
理過的影像進行的測量，上述的計算將會產生負調制轉換函數值。這是因為在處理過的影像中，Ss

低於 Sb的關係。若調制轉換函數為負值，且 Ss低於 Sb，那便是使用錯誤影像來進行調制轉換函數
測量。選擇未經處理影像。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測試中所取得的調制轉換函數值，都必須超過下列表格中所規定的低規格限制 (LSL)： 

  大焦斑 
小焦斑 

(若在臨床上使用) 

靶極 軸 頻率 

( lp/mm) 
LSL 

頻率 

( lp/mm) 

採取行動

之準則 

鉬 寬度 2.09 0.48 5 0.30 

銠 寬度 2.09 0.48 5 0.30 

鉬 長度 2.09 0.51 5 0.34 

銠 長度 2.09 0.51 5 0.34 

鉬 寬度 3.93 0.18 8 0.08 

銠 寬度 3.93 0.18 8 0.08 

鉬 長度 3.93 0.19 8 0.11 

銠 長度 3.93 0.19 8 0.11 

 

若不符合任何採取行動之準則，必須在臨床使用前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建議您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 

請參考「指南 一」、第 5-8 節的若不符合規格所必須採取的措施，以瞭解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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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 乳房入射曝露、平均乳腺劑量與曝露再現性 

 

1 目的 

測量平均病患的典型入射曝露(大約 4.2 公分的受壓迫乳房厚度 - 50%脂肪、50%乳腺的組成方式)，

以計算相關的平均乳腺劑量，並檢查顯示的劑量準確性，以評估短期曝露再現性。 

 

2 頻率 

每年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 

 

3 所需設備 

- 使用能量需校正在銠/銀乳房攝影範圍之劑量計。 

        請參考操作作業程序書「規格」章節中相容劑量計的定義。 

-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就乳房攝影能量來說，相當於約 4.2 公分的受壓迫乳房組織 50/50 組成

方式)。 

    請參見「指南 一」、第 1-1 節的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 

註：若假體有凸出超過假體表面的手轉螺絲，或連接在假體表面上的壓克力圓盤，請在擷取假體影

像之前，移除這些螺絲和圓盤。一般乳房支撐物的假體表面和壓迫板都必須是平整的。 

 

4 必要條件 

無。 

 

5 程序 

註：使用非年度表單表格 05 - 乳房入射曝露、平均乳腺劑量和再現性來記錄測試結果。 

在進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將測試結果記錄在 Senographe Pristina 乳房 X 光攝影系統的乳房攝影

設備評估摘要中。 

1. 依下列方式備妥乳房攝影系統： 

- 在與鉛柵的一般幾何，並安裝 24 x 29 板中操作， 

- 選取的 24 公分 x 29 公分 FOV。 

    在資料表單上記錄這些條件。 

2. 將乳房攝影假體放置在影像接收器組件的乳房支撐物表面上，以一個邊緣與乳房支撐物表面的

胸壁側邊緣重合的方式側面置中於 X 光輻射照野。 

註：將 ACR 假體由其正常方位旋轉 180°。將蠟質嵌入物框的寬邊緣放置在遠離影像接收器的胸壁

側邊緣處。 

3. 將劑量計放置在 X 光輻射照野中，且： 

- 中心離影像接收器的胸壁側邊緣約 4 公分， 

- 劑量計的頂部表面靠近假體的頂部表面。 

劑量計的內部邊緣必須不超過 X 光輻射照野的側向邊緣 3.5 公分(由光照野表示)。 

請參見圖 1 和圖 2。 

註：若您使用 AOP 來建立入射曝露，您必須僅依假體為基礎來選擇參數，而非劑量計。因此，請

將劑量計放置在感應區域外，讓 AOP 用來避免由劑量計的高衰減性元件判定參數選取。 

劑量計是先用來監控輸出可現性，而非入射曝露；因此它在照野的精確位置並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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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劑量計固定在定位，在接下來的四次曝露過程中，切勿改變劑量計的位置。 

註：乳房攝影系統在沿著陽極-陰極方向的 X 光輻射照野中，有顯著的 X 光強度梯度變化。測量過
程中維持劑量計的位置不變，是非常重要的。當您將測量值與之前的測量相比較時，儘可能接近地
重建原始測量位置也是非常重要。 

5. 將壓迫裝置放置在 X 光射束中，剛好碰觸到假體和劑量計。 

註：若您使用 AOP 來進行測量，請施加 5 daN 的壓迫力來啟動演算法。AOP 演算法使用受壓迫的
乳房厚度來判定造影參數。因此，以一致的方式放置假體並為每次測量施加壓迫力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壓迫板偏度的變化可能會被解讀成受壓迫乳房厚度的變化，而造成參數選擇的不一致。為求方
便，可以停用自動解除壓迫。請參閱操作作業程序書以瞭解更多資訊。 

6. 選擇影像擷取模式，即 AOP 或手動等臨床上最常用來拍攝標準乳房影像的方法。 

- 在 AOP 模式中，請選擇您臨床使用的 STD、STD+、DOSE-或植入設定。 

- 在手動模式中，請選擇您臨床使用的 kVp、陽極靶、X 光射束濾片和 mAs 設定。 

在資料表單上記錄平均乳房的設定。 

註：使用 STD 模式應能滿足大部份需求。然而，若： 

- 較高優先要務是輸送給病患的劑量，選擇 DOSE-模式， 

- 較高優先要務是影像中的雜訊比，選擇 STD+模式 

務必瞭解任何雜訊比的改善，都是以增加乳腺劑量的代價完成，或反之亦然；乳腺劑量的減
少將會造成雜訊比降低。 

若想評估應選擇哪種優先順序，請與您的判讀醫師、放射師或醫學物理師討論。 

由光照野表示的 X 光照野 

4 公分 

影像接收裝置的胸壁側邊緣 

劑量計不得放置在視野的更內部處 

蠟質嵌入物截角 

3.5 公分 劑量計 

29 公分 

假體 

蠟質嵌入物框的寬邊緣 

24 公分 

圖 1 在 AOP 模式中設定以監控輸出再現性(頂視圖) 

圖 2 在 AOP 模式中設定以監控輸出再現性(前視圖) 

劑量計 

(5 daN 壓迫) 壓迫板 

X 光輻射照野的邊緣 

假體 

移動式鉛柵 

30.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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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進行一次曝露。 

8. 記錄畫面上顯示的 mAs、AGD 和 ESE，以及劑量計的讀數值。 

在 AOP 模式中，請亦記錄 kVp、陽極靶和濾片的選項。 

9. 進行額外的曝露，並記錄 mAs 和劑量計的讀數值，直到共記錄四次曝露為止。 

10. 若有需要，請升高壓迫板，然後將劑量計的參考線放置在與假體的頂端表面等同高度。 

11. 移除假體，並將劑量計左右置中，且離影像接收器的胸壁側邊緣 4 公分。 

12. 放置壓迫板，使其與劑量計輕觸。 

13. 選擇手動模式。若在之前的步驟使用 AOP 模式，請確認選擇的 kVp、陽極靶和濾片與第一次

曝露相同。若非如此，請將這些參數設定為第一次曝露的參數，並將 mAs 值設成儘可能接近

第一次曝露的 mAs。 

14. 進行一次曝露，並記錄劑量計讀數值。 

15. 計算以相同技巧設定所擷取的四次曝露的 mAs，和劑量計讀數值的平均值和標準偏差。 

16. 記錄數值。 

17. 判定變異係數(標準偏差除以平均值)。 

18. 使用在步驟 8 中記錄的 mAs，對照在步驟 13 中選取的 mAs 的比率，將來自步驟 14 的劑量計

讀數值修正為適合步驟 7 的值。 

19. 使用修正過的劑量計讀數值來計算平均乳腺劑量。 

請參考操作作業程序書「規格」章節中的劑量判定規格。 

註：使用為 Senographe Pristina 系統所測量的半值層值，以判定劑量轉換係數，並計算平均乳腺劑

量。 

20. 使用方程式 1 來計算在步驟 18 (測量的ESE)中計算出的修正劑量計讀數值，和在步驟 8 (顯示的

ESE)中記錄的 ESE 值之間的偏差(偏差 ESE)： 

 

偏差 ESE = 方程式 1 

 

 

21. 使用方程式 2 來計算在步驟 19 (計算的 AGD)中計算出的乳腺劑量值，和在步驟 8 (顯示的

AGD)中記錄的 AGD 值之間的偏差(偏差 AGD)。 

 

偏差 AGD = 方程式 2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再現性測試中的 mAs 和 Air kerma 的最大可接受變異係數都是 0.05。 

 標準乳房每單張影像的最大乳腺劑量是 3 毫格雷。 

 計算與系統顯示的平均乳腺劑量之間的偏差不得超過 20%。 

 測量與系統顯示的 ESE 之間的偏差不得超過 20%。 

若系統不符合任何採取行動之準則，建議確認是否已符合所有測試條件，並重新進行測試。 

若不符合採取行動之準則，請在臨床使用前找出問題並採取修正措施。建議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 

 

 

 

 

 

顯示的ESE - 測量的ESE 

測量的ESE 

顯示的AGD - 計算的AGD 

計算的A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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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 假影評估和影像均勻度 

 

1 目的 

評估全照野數位乳房 X 光照片出現假影的程度及來源。確保影像均勻。 

註：若臨床上使用，就應測試放大攝影模式。 

註：若醫療機構使用輸出影像來進行閱片診斷，輸出影像至少應執行假影評估和影像均勻度測試。 
 

2 頻率 

每年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 
 

3 所需設備 

一片 25mm 厚、清潔且無重大瑕疪，並足以涵蓋整個影像接收器(24 x 29 公分)的均勻壓克力(PMMA)。 
 

4 必要條件 

為了讓接收器溫度穩定，在執行任何與接收器影像品質相關的測量之前，需至少將系統電源開啟 10 分鐘。 
 

5 程序 

註：使用非年度表單表格 06 - 假影評估和影像均勻度來記錄測試結果。 

在進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將測試結果記錄在 Senographe Pristina 乳房 X 光攝影系統的乳房攝影
設備評估摘要中。 

1. 使用下列擷像參數： 

 鉬/鉬 銠/銀 

一般模式 26kVp/125mAs 34kVp/28mAs 

Mag 1.5 模式 26kVp/90mAs 34kVp/20mAs 

Mag 1.8 模式 26kVp/90mAs 34kVp/20mAs 

2. 安裝移動式鉛柵。 

3. 將假體放在移動式鉛柵上。 

4. 將準直儀設為最大可用 FOV。 

5. 進行一次曝露。 

6. 對鉬/鉬和銠/銀靶極/濾片組合重複執行步驟 1 至 3。 

7. 若您在臨床上使用小焦斑： 

a. 移除衰減擋板和移動式鉛柵。 

b. 安裝一支臨床使用的放大架。 

c. 將衰減擋板放置在放大架的乳房支撐物表面上。 

d. 將準直儀設為最大 FOV。 

e. 擷取鉬/鉬和銠/銀靶極/濾片組合的影像。 

f.  對所有臨床使用的放大架重複步驟 7。 

8. 選擇未經處理影像以進行閱片。 

9. 將 WW 設定在約 400 的範圍，並將 WL 保持預設設定值。 

10. 檢查影像有無： 

- 網格線， 

- 增加或減少訊號變化， 

- 在水平或垂直方向形成條紋， 

- 重複測試或臨床曝露所遺留的殘影， 

- 衰減擋板假影， 

- 不良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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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檢查影像均勻度測試的影像。 

註：在檢閱放大攝影模式中擷取的未經處理影像時，發現如圖所示的一連串條紋是正常的。這是因

為對擷取影像套用增益修正，以及記錄的 FOV 超過受照射 FOV 所造成的結果。 

- 受照射 FOV 是由標示 a 的區域來表示。它是由前半部準直儀葉片在右側中止的。 

- 條紋 b 是準直儀葉片邊緣和陽極角度所設定的 FOV 限制之間的區域(「足跟效應」)。 

- 第三個條紋 c 是因為套用的均勻照野修正超過陽極截止區所造成的。在使用放大攝影模式時，

它不代表受照射的區域。 

在用於最終判讀的處理過影像中，會將條紋 b 和 c 遮蔽。假影影像的評估則限於標示 a 的區域。 

 

 

 

 

 

 

 

 

 

 

 

12. 檢閱所有靶極/濾片組合的影像。 

13. 若醫療機構使用輸出影像來進行診斷閱片，請至少打印一張影像並閱片。 

14. 若出現任何假影或不均勻，請將衰減擋板旋轉 90°，並重新進行測試。 

15. 若任何假影或不均勻在兩個影像中皆與影像接收器保持固定的相對方位，並預期會混淆或遮

蔽乳房結構或乳房病變的呈現，請判定假影或不均勻度是否是因為接收器或螢幕所造成的。 

若 以及若 那麼 

在所有顯示裝置上皆出現假影或不均

勻(螢幕、輸出的底片)，或假影會隨著

使用漫遊工具移動影像而移動，那就

極可能是與擷像系統有關 

假影可能與先前曝露的

潛像有關，例如帶有乳房

形狀的假影，或假影看起

來像與準直視圖對應的

準直儀葉片 

1.移除移動式鉛柵和衰減擋板。 

2.確認在 X 光 FOV 中無任何物 

 品。 

3.使用下列技巧進行四次曝露： 

 銠/銀、30kV、200mAs。 

假影僅出現在螢幕上 清潔螢幕面板(請參見 01 - 擷像
工作站螢幕清潔小節)。 

假影僅會出現在輸出的底片影像上 請依照印片機廠商所提供的指

示操作。 

16. 若需要採取任何修正措施，請重新進行測試。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影像中不可出現預期會類似或混淆臨床資訊的假影或不均勻表現。 

若仍出現預期會類似或混淆臨床資訊的假影或不均勻表現，請在任何進一步臨床使用之前，找出問
題的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 

若： 

- 系統未通過假影評估和影像均勻度測試，且 

- 請將接收器至少暖機 10 分鐘，但不超過 30 分鐘，允許額外的 20 分鐘來將接收器暖機(總 

共 30 分鐘)，然後重新進行測試。 

若不符合任何採取行動之準則，必須在臨床使用前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建議您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 

 

 

 

胸壁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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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 kVp 精確度和曝露再現性 

 

這是早已在傳統底片乳房攝影中使用的標準品質控制流程。 

 

1 目的 

確保 kVp 精確且可再現。 

註：在現有乳房攝影品管作業程序書和指導文件，像是美國放射學院發佈的乳房攝影品管作業程序

書，或是歐洲乳癌篩檢和診斷的品質保證指導方針中，提供逐步參考流程導引和可用來記錄本測試

結果的表格。醫學物理師可使用這些文件中提供的類似文件，取代之後所述的流程。 

 

2 頻率 

在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或若需要額外的疑難排解，以診斷可能問題時。 

 

3 所需設備 

- 具備 2%±1kVp 或更佳的精確性，以及 0.5kVp 或更佳精密度的 kVp 儀。 

- 若想校正 Senographe Pristina 上的鉬/鉬和銠/銀靶極/濾片組合，也可以使用能自動測量 kVp、

半值層和劑量的整合式固態儀器。 

 

註：X 光測量儀器必須與 Senographe Pristina 上使用的 X 光參數相容。請參考操作作業程序書「規

格」章節，以瞭解 Senographe Pristina 上使用的 X 光參數的完整定義。 

- 保護影像接收器的衰減擋板。 

 

4 必要條件 

無。 

 

5 程序 

註：使用非年度表單表格 07 - kVp 精確度和曝露再現性來記錄測試結果。 

在進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將測試結果記錄在 Senographe Pristina 乳房 X 光攝影系統的乳房攝影

設備評估摘要中。 

1. 依照製造商的指示說明來安裝測量裝置。 

2. 在鉬/鉬 26kV50mAs 中執行 4 次擷像，並記錄測量的 kVp。 

3. 在銠/銀 34kV50mAs 中執行 4 次擷像，並記錄測量的 kVp。 

4. 針對每種技巧計算平均測量的 kVp 和 kVp 的變異係數(標準偏差除以平均值)。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平均測量的 kVp，必須在系統顯示的鉬/鉬 26kV 和銠/銀 34kV 攝影模式的 kVp±5%的範圍內。 

若不符合任何採取行動之準則，必須在臨床使用前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 

建議您聯絡您的維修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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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 射束品質評估(半值層測量) 

 
這是早已在傳統底片乳房攝影中使用的標準品質控制流程。 
 
1 目的 
確保 X 光射束的半值層足以讓病患乳房劑量降至最低，同時又能保持良好的放射性對比。 
欲測試的攝影模式為鉬/鉬 26kV 和銠/銀 34kV。 
 

2 頻率 
每年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 
 

3 所需設備 
- 乳房攝影劑量計與 Senographe Pristina 上的鉬/鉬和銠/銀光譜相容。 
- 0.1mm 厚的 99.9%純鋁(類型 1145 鋁合金)或 99%純鋁片。 
- 長度和寬度足以完全涵蓋劑量計的鋁(類型 1100 鋁合金)。聲明厚度的精準度應在±1%內。 
- 若想校正 Senographe Pristina 上的鉬/鉬和銠/銀靶極/濾片組合，也可以使用能自動測量 kVp、  
半值層和劑量的整合式固態儀器。 

註：X 光測量儀器必須與 Senographe Pristina 上使用的 X 光參數相容。請參考操作作業程序書「規
格」章節，以瞭解 Senographe Pristina 上使用的 X 光參數的完整定義。 
 
註：使用 1100 型鋁合金測量半值層時，最多可能會比使用 1145 型鋁合金所測得的半值層值低
7.5%(取決於特定檢體)。 
如果使用 1100 型鋁合金，應修正結果，以便與使用 1145 型鋁合金所得到的結果一致。 
 
4 必要條件 
無。 
 

5 程序 
註：使用非年度表單表格 08 - 射束品質評估(半值層測量)來記錄測試結果。 
在進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將測試結果記錄在 Senographe Pristina 乳房 X 光攝影系統的乳房攝影
設備評估摘要中。 
 
在現有乳房攝影品管作業程序書和指導文件，像是美國放射學院發佈的乳房攝影品管作業程序書，
或是歐洲乳癌篩檢和診斷的品質保證指導方針中，提供逐步流程導引和可用來記錄這些測試結果
的表格。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以裝上壓迫板的方式所判定的半值層，必須等於或大於下列表格中的值，這些值是由美國食品藥物
管理局(FDA)的電離輻射放射產品效能標準所提供的最低半值層規格(章節 1020.30)： 

擷像攝影模式和最低半值層 

擷像攝影模式 最低半值層(鋁 mm 數) 

鉬/鉬 26kV 0.26 

銠/銀 34kV 0.34 

 
若不符合任何採取行動之準則，必須在臨床使用前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 
建議您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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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 輻射輸出 

 

這是早已在傳統底片乳房攝影中使用的標準品質控制流程。 

 

1 目的 

確保系統的輻射輸出率足以保持曝露時間夠短，以儘可能減少病患的移動和不適。 

 

註：在現有乳房攝影品管作業程序書和指導文件，像是美國放射學院發佈的乳房攝影品管作業程序
書，或是歐洲乳癌篩檢和診斷的品質保證指導方針中，提供逐步參考流程導引和可用來記錄本測試
結果的表格。醫學物理師可使用這些文件中提供的類似文件，取代之後所述的流程。 

 

2 頻率 

每年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 

 

3 所需設備 

乳房攝影劑量計與 Senographe Pristina 上的鉬/鉬光譜相容。 

 

註：X 光測量儀器必須與 Senographe Pristina 上使用的 X 光參數相容。請參考操作作業程序書「規
格」章節，以瞭解 Senographe Pristina 上使用的 X 光參數的完整定義。 

衰減擋板：一片均勻的高衰減性材質(即厚鋁、鋼…)、其尺寸足以涵蓋整個影像接收器(24 x 29 公
分)。 

 

4 必要條件 

無。 

 

5 程序 

註：使用非年度表單表格 09 - 輻射輸出來記錄測試結果。在進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將測試結
果記錄在 Senographe Pristina 乳房 X 光攝影系統的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摘要中。 

在現有乳房攝影品管作業程序書和指導文件，像是美國放射學院發佈的乳房攝影品管作業程序書，
或是歐洲乳癌篩檢和診斷的品質保證指導方針中，提供逐步流程導引和可用來記錄這些測試結果
的表格。 

1. 依照製造商的指示說明來安裝測量裝置。 

2. 安裝移動式鉛柵。 

3. 將衰減擋板放置在移動式鉛柵的表面上。 

註：本流程中使用的 X 光劑量，可能會使影像接收器飽和，若未使用衰減擋板且未正確放置，可
能會造成鬼影。在進行任何曝露之前，確認衰減擋板能涵蓋整個 FOV。 

4. 將劑量計放置在乳房支撐物上方 4.5 公分處，左右置中並離胸壁側約 4 公分。 

5. 在手動模式中使用鉬/鉬 28kV320mAs 執行擷取，並記錄測量到的劑量率和曝露時間。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在以 28kV、鉬/鉬靶極/濾片、最大射源至影像接收器距離(劑量計放置在乳房支撐物上方 4.5 公分)

操作時，在 3 秒期間內的輻射輸出必須等於或大於每秒 7.0 毫格雷 Air kerma(800 毫侖琴/秒)。 

若不符合任何採取行動之準則，必須在測試日期的 30 天內找出問題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建議您
聯絡您的維修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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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乳房攝影單元組件檢查 
這是早已在傳統底片乳房攝影中使用的標準品質控制流程。它是以 1999 年美國放射學院乳房攝影
品管作業程序書為基礎，針對 Senographe Pristina 系統改編的」。 
 
1 目的 
確認 X 光管和乳房支撐物組件的所有卡榫、制動裝置、角度指示器和機械支撐裝置皆能正常運作。 
 
2 頻率 
每年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 
 
3 所需設備 
無。 
 
4 必要條件 
無。 
 
5 程序 
註：可依照下列指示說明，或是以與 1999 年美國放射學院乳房攝影品管作業程序書的「乳房攝影
單元組件檢查」小節中所說明的相同方式來執行測試。 
 
註：使用非年度表單表格 10 - 乳房攝影單元組件檢查來記錄測試結果。 
在進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將測試結果記錄在 Senographe Pristina 乳房 X 光攝影系統的乳房攝影
設備評估摘要中。 
 
5-1 管球-影像接收器組件檢查 

1. 確認乳房攝影系統並未在正常使用過程中移動。若系統連接地板，確認所有連接件皆穩固。 
2. 確認所有活動零件可自由移動，而不會碰撞或摩擦。確認無任何障礙物或物品阻礙其自由移動。 
3. 個別測試所有卡榫和限制，確認能依預期般執行。 
4. 移除並重新安裝移動式鉛柵。確認在移除之後能回到正確位置，且在正常使用過程中不會位移

或震動。 
5. 檢查系統是否有任何病患或操作人員在正常使用情況下，可能會一般到的銳利邊緣或是粗糙表

面。 
6. 與乳房 X 光攝影放射師確認已公告和使用最新的技術參數表(若適用)。 
7. 檢查操作人員的輻射保護措施，並確認操作人員在正常使用情況下，能受到充分的屏蔽保護。 
8. 測試所有指示燈，並確認它們都能正常運作。 
 

5-2 壓迫力檢查 

1. 使用 24 x 29 公分標準壓迫板，確認顯示的乳房厚度的精確性。它在中度壓迫力(5 至 10 daN/15
至 20 磅)時，能維持±0.5mm 內的精確性，並可在 1 至 8 公分的厚度範圍提供±2mm 誤差的再
現性。 

註：使用尺寸大小足以用來模擬典型乳房的假體。將假體對齊胸壁側並左右置中。 
2. 使用 19 x 23 公分壓迫板重複步驟 1。 
3. 確認已關閉自動解除壓迫，並顯示其狀態。 
4. 確認電源故障時的行為： 

1. 施加壓迫力。 
2. 關閉系統電源。 
3. 確認能提供手動解除壓迫。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危險、無效或不當操作的項目，必須在 30 天內更換。建議您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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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一  
 

本章是用來為乳房攝影機構和其人員提供指南 一。它代表影像接收器製造商的最新想法，其針對

執行當地法規可能要求之適當品管測試流程。本指南 一中說明的流程，代表實施測試之可接受方

式的補充資訊，與法規不同的是，它們並不強制規定機構僅能使用該方法。若有符合適用法令、法

規，或兩者兼具的替代流程，亦可使用該流程。閱讀、瞭解和遵守最終法規，是機構應負的責任。 

各州可依其本身職權，制訂比國家適用法規所規範更為嚴格的規定。機構可能需要洽詢州或地方主

管機關，以瞭解其相關規定。若當地法規或醫院規定要求，可比品管測試中所規定的次數更頻繁地

執行測試。 

品管測試可用來做為正確操作的檢查，例如在變更操作參數之後。 

下列各小節提供品管測試中各節的專屬指南 一。 

 

1 ACR 假體分數 

1-1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 

所需設備包括一個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 

下列是依據 ACR 規格所製造的合適乳房攝影假體的清單： 

Radiation Measurements1, Inc.，型號 156。 

Fluke Biomedical (Nuclear Associates)*，型號 18-220。 

Computerized Imaging Reference Systems*，型號 15。 

假體是一個包含 16 格的壓克力塊。每格圖案皆為模擬可能存在乳房組織的解剖構造。 

 

 

 

 

 

如圖所示，從左上角開始，共有三種類型的格： 

- 纖維：六格代表纖維結構；它們包含橫切面從 1.56mm 至 0.40mm 的纖維。 

- 鈣化斑點群：五格代表顯微鈣化點，直徑從 0.54mm 至 0.16mm。 

- 腫塊：五格代表腫瘤或腫塊，厚度從 2mm 至 0.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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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分數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的參考評分方法，是在 1999 年的美國放射學院乳房攝影品管作業程序書中
發佈的。每種物件類型個別評分。每種物件類型皆由最大物件開始，評估至最小的物件。 
在纖維的部份，若能在正確位置和方位看到完整纖維，即計為 1 分。若無法完整看到，但其位置和
方位皆正確，則將纖維計為 0.5 分。若出現纖維狀的假影，而且與最小可見真纖維同樣明顯或更明
顯，就必須扣除此最小可見真纖維的分數。 
至於斑點，若在適當位置可看到四個或更多斑點，將斑點群組計為 1 分，若在適當位置可看到二個
或三個斑點，則計為 0.5 分。若能看到斑點狀的假影，將它們從計入最小真斑點群組中的可見斑點
中逐一扣除(以 1 分或 0.5 分)；並據此調整本群組的分數。 
至於腫塊，若腫塊在適當位置為圓形，即計為 1 分，若腫塊出現在適當位置但不具備大致圓形的外
觀，則計為 0.5 分。若出現腫塊狀的假影，而且與最小可見真實腫塊同樣明顯或更明顯，就必須扣
除此最小可見真實腫塊的分數。 
 
1-3 準直儀葉片在影像中的外觀 
若影像中出現準直儀葉片，請聯絡 GE 維修工程師。 
 
1-4 未通過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評分測試 
若洗片機未通過假體影像品質測試，應先確認符合所有測試條件，然後重新進行測試。若系統仍未
通過測試，請參考洗片機隨附的說明文件，以瞭解關於品管和疑難排解流程的資訊。 
 
2 洗片機品管 
請參考洗片機操作作業程序書，或是洗片機製造商所提供的輔助說明文件，以瞭解建議的洗片機品
管流程的相關資訊。 
 
3 重照分析檢查 
在 Senographe Pristina 系統上，正如 09 - 重照分析檢查小節所述，可使用手動或自動的方法來進
行重照和廢片分析。 
 
3-1 手動方法 
若想檢視在分析過程中的拍攝總次數，請在 IQtool 功能表中的重照和廢片分析上按兩下。 

 
重照及廢片分析視窗顯示上次品管分析起的拍攝次數。 

本數值可在分析期間的開始和結束時記錄，而兩個值的差即為在該時間內進行的拍攝次數。 

若在品管測試和醫學物理師測量過程中也監控計數器的值，可校正非臨床拍攝的拍攝計數。 

在維修機組之前和之後也應監控計數器，以防維修作業造成計數器的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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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動方法 

若想使用自動化的重照及廢片分析方法，在檢查過程中，每個影像都必須依操作作業程序書說明
的方式分級為接受、廢片或重照。 

 

3-3 資料遺失記錄 

自動重照分析的資料是儲存在擷像工作站(AWS)的電腦中。若發生擷像工作站硬體故障，這些資料
就會有喪失的風險。這正是為何在自動化重照分析流程中包含定期資料備份的原因(請參考第 3 節
的重照分析 - 資料庫備份)。 

若系統故障造成從重照分析資料庫中的資訊損失，您應在品管日誌中記錄資料遺失的發生情況和
原因，以提供為何某一季並未完成分析的證明文件。 

申請一份現場維修工程師所製作、標明故障的性質和資料庫中的資訊損失情況的維修記錄副本。 

 

4 壓迫力測試 

除了測試流程中所規定的測試間隔時間之外，若您懷疑壓迫力降低時，亦可執行壓迫力測試。 

美國放射學院所發佈的乳房攝影品管作業程序書建議壓迫力測試的流程。 

如果系統未通過壓迫力測試，應先確認符合所有測試條件，然後重新進行測試。 

若系統未通過測試，請在執行任何進一步檢查之前，先聯絡您的維修工程師。 

 

5 次系統調制轉換函數測量 

5-1 適用的 Bar pattern 

- 在 2.09 和 3.93 lp/mm 條件下執行次系統調制轉換函數的適用 Bar pattern，包括 Fluke Biomedical

的 07-501-1000 和 07-501-2000 型號，以及 Gammex/RMI 的 MA0436 型號。 

- 在 5 和 8 lp/mm 條件下執行次系統調制轉換函數的適用 Bar pattern，包括 Fluke Biomedical 的
07-555 型號、Gammex/RMI 的 MA0647 型號，以及 Computerized Imaging Reference Systems 的
016A 型號。 

5-2 調制轉換函數與 ROI 寬度的變化 

根據 ROI 寬度對調制轉換函數測量之影響的理論分析，建議寧可將寬度設得過小，也不要設得過
大。當 ROI 寬度超過測試物群組寬度時，ROI 的標準偏差以及調制轉換函數，預計都會隨著 ROI

寬度進一步增加而增加。 

為了判定適當的 ROI 寬度，醫學物理師可改變寬度，並觀察 ROI 標準偏差。 

- 若 ROI 寬度過大，ROI 中的標準偏差將會隨著 ROI 寬度進一步增加而增加。 

- 若 ROI 是在測試物群組影像內部，標準偏差將會隨著 ROI 寬度改變而波動，但它卻不會因為
ROI 寬度朝單一方向變化(變寬或變窄)，而一致地朝單一方向改變。 

5-3 使用雙重正交測試物進行調制轉換函數測量 

某些解析度測試裝置包含兩個彼此對角放置的 Bar pattern。 

關於這些測試物，有兩項重要的考量事項： 

兩個測試物之間的角度，依據本流程的規定放置測試物的能力。 

在某些情況下，兩個測試物之間的角度顯然並非 90°。沿著特定軸線的 Bar pattern 頻率，會隨著頻
率測試物群組條紋的軸線和法線之間的角度餘弦而變化。在 10°角度時，頻率錯誤約為 1.5%。 

根據下列敏感性資訊，它改變放大攝影模式的次系統調制轉換函數的量值低於 0.01，並不算太多。 

在使用含有非正交測試物的測試裝置時，可以採用「平分」錯誤法則。舉例來說，若測試物之間的
角度為 80°而非 90°，醫學物理師可將測試物旋轉幾度，以便讓兩個測試物皆約偏離測試軸 5°。在
5°時，頻率錯誤約為 0.4%，因此調制轉換函數錯誤不會超過 0.0023。 

其他與雙測試物裝置相關的考量事項，是依據流程的規定放置測試物的能力。兩種定位需求為： 

將測試物的邊緣，放置在離影像接收器或放大架之胸壁側邊緣的指定距離。 

在評估焦斑長度時，將 Bar pattern 的低頻端放置朝向影像接收器的胸壁側邊緣。 

因為兩個測試物在某些裝置版本的放置方式不同，不可能讓兩個測試物同時滿足這些需求。當然，
也可個別放置裝置，以符合每種測量的需求。但若使用單一影像來評估沿著兩軸線的調制轉換函數，
醫學物理師需注意確認 Bar pattern 的擺放方式是否符合流程的要求。 

 



84 

5-4 Bar pattern 頻率不精確 

測試物群組頻率不精確，可能會導致調制轉換函數估算的錯誤。我們發現 0.5 lp/mm 的錯誤，會在
調制轉換函數中造成在 5 lp/mm 時約 0.06，以及在 8 lp/mm 時約 0.05 0.04 的錯誤(依據下列建議的
估計值)。 

建議醫學物理師測量測試物群組的頻率，以確立其精確度，並視需要修正調制轉換函數測量值。 

5-5 調制轉換函數測量對 Bar pattern 頻率錯誤的敏感性 

下列表格顯示次系統調制轉換函數的值增加，會造成在測試使用的空間頻率點的空間頻率減少 1%。

這些數值可用來估算不超過評估使用之 Bar pattern 的空間頻率±10%的錯誤，對調制轉換函數造成

的影響。 

  大焦斑 小焦斑 

靶極 軸 頻率 

( lp/mm) 

Δ 調制轉換

函數 

頻率 

( lp/mm) 

Δ 調制轉換

函數 

鉬 寬度 2.09 0.0037 5 0.0056 

銠 寬度 2.09 0.0037 5 0.0057 

鉬 長度 2.09 0.0037 5 0.0053 

銠 長度 2.09 0.0037 5 0.0052 

 

  大焦斑 小焦斑 

靶極 軸 頻率 

( lp/mm) 

Δ 調制轉換

函數 

頻率 

( lp/mm) 

Δ 調制轉換

函數 

鉬 寬度 3.93 0.0053 8 0.0051 

銠 寬度 3.93 0.0053 8 0.0051 

鉬 長度 3.93 0.0053 8 0.0051 

銠 長度 3.93 0.0053 8 0.0051 

 

  大焦斑 小焦斑 

靶極 軸 頻率 

( lp/mm) 

Δ 調制轉換

函數 

頻率 

( lp/mm) 

Δ 調制轉換

函數 

鉬 寬度 2.09 0.0035 5 0.0055 

銠 寬度 2.09 0.0035 5 0.0056 

鉬 長度 2.09 0.0035 5 0.0054 

銠 長度 2.09 0.0034 5 0.0052 

鉬 寬度 3.93 0.0057 8 0.0057 

銠 寬度 3.93 0.0057 8 0.0056 

鉬 長度 3.93 0.0057 8 0.0058 

銠 長度 3.93 0.0057 8 0.0059 

 

5-6 橢圓工具 

在 Senographe Pristina 擷像系統的操作作業程序書的「閱片器」章節中，可以找到關於使用橢圓工

具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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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調制轉換函數計算的參考 

判定調制轉換函數的方法，是以下列參考文件中所說明的 Bar pattern 影像中的平均值和標準偏差

的計算值為基礎的：Droege, R.T. and R.L. Morin, “A practical method to measure the MTF of CT 

scanners,” Med. Phys., v. 9, n. 5, 758-760,1982.Droege, R.T., “A practical method to routinely monitor 

resolution in digital images,” Med. Phys., v. 10, n. 3, 337-343, 1983.Droege, R.T. and M.S. Rzeszotarski, 

“Modulation transfer function from the variance of cyclic Bar images,” Optical Engineering, v. 23, n. 1, 

1984.Droege, R.T. and M.S. Rzeszotarski, “An MTF method immune to aliasing,” Med. Phys., v. 12, n. 6, 

1985. 
 

5-8 若不符合規格所必須採取的措施 

若不符合需要的規格，請確認已符合所有測試條件，然後以相同的幾何形狀重新測試。若接收器已

至少暖機 10 分鐘，但未超過 30 分鐘，可提供額外 20 分鐘來為接收器暖機(總共 30 分鐘)，然後重

新進行測試。 

 

若結果仍低於規格，請執行更詳細的測量：04 - IQST 測試，焦斑的尺寸測量(狹縫攝影機測量)或極

限解析度(星形測試物測量)。在美國放射學院所發佈的乳房攝影品管作業程序書中，可以找到適合

用來評估焦斑效能的其他流程的資訊。若上述措施仍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測試結果，請聯絡您的

GE 維修工程師。 

 

6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摘要 

使用第 175 頁的表單來總結摘要在 Senographe Pristina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MEE)過程中所擷取的資

料。每個測試的詳細資料，都必須符合下列聲明的 MQSA 規定。 

在醫學物理師測試 05 - 乳房入射曝露、平均乳腺劑量與曝露再現性中，聲明只需為臨床上最常用

來拍攝標準乳房影像的一種擷像模式測量假體劑量即可。本限制僅適用於品管測試。 

在乳房攝影設備評估過程中，請在所有三個 AOP 模式 - STD、STD+和 DOSE-中進行劑量測量。 

若有必要，醫學物理師可在其他條件下進行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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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ographe Pristina 3D 
 

非年度品管測試 
1 介紹 

品管測試是一項確認 Senographe Pristina 3D 能依其設計標準運作的簡單檢查。測試是設計用來偵
測設定值中是否有任何可能損及影像品質的改變，以及設備效能隨著時間出現任何老舊劣化情況。 
只有在成功執行 Senographe Pristina 品管測試後，才可進行以下測試。 
 

1. 品管測試、頻率與修正措施時間之總結摘要 

至少需依測試說明所指定的頻率週期，執行品管流程。 
 
表 1 非年度測試的品管週期 

 程序 頻率 修正措施時間 

1 重建影像之均勻度測試* 每週 在臨床使用之前 

2 
ACR 認證假體分數 3D 每週 在臨床使用之前 

3 AOP 3D 檢查* 每月 在臨床使用之前 

*自動最佳化參數模式測試 
請參考「指南 二」，以瞭解關於品管測試應用的額外資訊。 
 

2. 所有測試皆適用 

1. 如何開始測試 

自動化模式測試是透過 IQTool 介面提供。若想實施這些測試，請依下列方式進行： 
1. 選擇您想要執行的測試，按一下工具圖示 ，並在功能表中選擇 IQTool。畫面左側會顯

示測試清單。 
2. 在某個測試上按兩下，以開始流程。 
3. 依畫面和下列各段落的詳細指示說明操作。 
4. 請參考本手冊的下列部份，以尋找每種測試所需要的資訊。 
 

2. 如何執行曝露 

若想瞭解如何執行曝露，請參考 Senographe Pristina 3D 操作手冊中的檢查作業指南 二章節。 
 

3. 測試結果運用 

紀錄表單 

本手冊提供可用來追蹤已執行測試以及記錄測試結果的表格。 
 

品管資料檔案匯出 

如果要進一步分析，可將重建影像之均勻度擷像工作站(AWS)和 AOP 3D 測試蒐集到的資料，以
文字檔格式匯出至 CD-R 或 USB 隨身碟。 

1. 插入 CD-R 或 USB 隨身碟。 
2. 在畫面左半部，開啟匯出項目，並選擇： 

– 匯出至 CD-R，或 
– 匯出至 USB。 

匯出的檔案包含測試的資料。 
3. 若想開啟檔案，請使用文字處理應用程式。 

 

4.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若測試或部份測試未通過，請在該特定測試所定義的時間內找出問題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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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重建影像之均勻度測試 
 

1 目的 

本測試目的為確認重建後的均勻照野假體平面的均勻度和平坦度。 

須測量 2 種參數： 

- 亮度不均勻度。 

- 訊雜比不均勻度。 

 

2. 頻率 

每週。 

 

3. 所需設備 

Senographe Pristina 系統提供的均勻照野假體：其厚度 25mm 壓克力(PMMA)，可包覆整個影像接

收器(240mmx 286mm)的裝置。 

 

4. 先決條件 

為避免錯誤結果，壓克力必須清潔且無任何瑕疵。 

為了讓影像接收裝置溫度穩定，在執行任何與影像接收器影像品質相關的測量之前，需至少將系統

電源開啟 10 分鐘。 

 

5. 程序 

註：使用表格 01－檢查清單來記錄測試完成，與表格 02－重建影像之均勻度 來記錄測試結果。 

1. 在 IQtool 的左側功能表中開啟均勻照野測試。 

2. 為下列攝影模式執行測試： 

- 3D 一般模式 鉬/鉬 

- 3D 一般模式 銠/銀 

3. 將旋轉臂角度設為 0°。 

4. 使用光照野確認準直儀設定於最大照野範圍。 

5. 按照畫面的指示進行操作。會請您： 

- 移除壓迫板。 

- 將均勻照野假體放置在乳房支撐物上。 

- 進行乳房斷層攝影擷像。 

完成乳房斷層攝影擷像後，螢幕上會顯示標的重建影像的平面均勻度，並以表格方式呈現測試

結果。 

該表格會呈現影像中所測得的亮度和訊雜比(SNR)不均勻度的數值。 

此不均勻度數值為最大像素值和最小像素值之差異，除以平均像素值所計算而得到。 

6. 按一下 返回測試列表。 

7. 按 離開 返回主要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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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所有測試都必須通過。 

行動準則包括： 

3D 一般模式 鉬/鉬： 

 

 

測試 LSL USL 

亮度不均勻度 不適用 15 

訊雜比不均勻度 不適用 50 

 

3D 一般模式 銠/銀： 

 

測試 LSL USL 

亮度不均勻度 不適用 15 

訊雜比不均勻度 不適用 50 

 

若測試結果顯示未通過測試，檢查是否符合所有測試條件，並重新進行測試。 

若在 10 分鐘暖機期間之後仍未通過測試，可提供額外 20 分鐘的暖機時間(共 30 分鐘)，然後重新

進行測試。 

若系統仍未通過測試，請在任何進一步的臨床使用前找出問題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建議聯絡您的

維修工程師。 

在表格 02－重建影像之均勻度測試紀錄中註明測試通過或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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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ACR 假體影像品質評分(3D) 
 

1 目的 

本測試是用來確認重建之體積範圍內可提供足夠且一致之影像品質。 

 

2. 頻率 

每週。 

 

3. 所需設備 

ACR 認證乳房攝影品質控制假體。 

請參考指南 二第 1-1 節的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 

 

4. 先決條件 

- 只有在成功完成重建影像之均勻度測試後，才可進行本測試。 

- 為避免錯誤結果，假體必須清潔且無任何刮傷。 

- 為了讓影像接收裝置溫度穩定，在執行任何與影像接收器影像品質相關的測量之前，需 

   至少將系統電源開啟 10 分鐘。 
 

5. 程序 

註：使用表格 01－檢查清單來標示測試完成，以及表格 03－ACR 認證假體分數 3D 來記錄測試結

果。 

 

5-1.影像擷取 

1. 執行正常 Medical Application 程式，並依下列指示說明之順序操作。 

2. 若尚未就定位，請設置乳房支撐物。 

3. 將 ACR 認證假體放置在影像接收器的照野中： 

- 假體的一邊必須與乳房支撐物表面的胸壁側邊緣對齊。 

- 從患者位置觀察時(亦即：面對乳房攝影裝置)，假體蠟質嵌入物截角必須位於胸壁對面且

朝向影像接收器左側，如下所示。 

4. 使用光照野(9 x 9 公分 X 光輻射照野的大小)將假體左右置中。 

 

 

 

 

 

 

 

 

 

5. 將準直儀重設為最大照野。 
6. 設置 24 x 29 公分標準或彈性壓迫板，並對假體施加約 5 daN 的壓迫力。 
7. 選擇以下參數：大焦斑、銠/銀 靶/濾片、34kVp、28mAs 和 LCC view。 
8. 在 Medical Application 下，於 AWS 上選擇一位新患者，名稱例如：ACR Phantom 3D。 
9. 進行乳房斷層攝影擷像。 
10. 確認在影像邊緣上看不到準直儀葉片。若能看到準直儀葉片，請參考指南 二第 1-3 節的準直

儀葉片在影像中的外觀。 
11. 將重建體積影像送到閱片工作站(RWS)。 
 

影像接收器的胸壁側 

假體蠟質嵌入物的缺角 

影像接收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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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進行 ACR 假體影像品質評分 

1. 使用層面塊(slab)和平面(plane)檢閱重建體積範圍之影像，並對閱片工作站假體影像的各類模

擬物之最佳聚聚焦平面。分數必須包括假影的扣分。 

若想瞭解包括假影扣分的建議評分方法，請參見指南 二第 1-2 節的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分數。 

2. 若不易查看，請確保將假體影像放置在最佳閱片位置，並視需要使用縮放、旋轉、放大鏡、亮

度與對比控制項，以便取得最精確的分數。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平面和層面塊的評分至少須涵蓋： 

纖維 4 

鈣化點群 3 

腫塊 3 

 

若系統仍未通過測試，請在任何進一步的臨床使用前找出問題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 

若系統未通過測試，請確認符合所有測試條件，然後重新進行測試。 

假體中的假影或瑕疪可能會造成測試未通過。若有可能，請嘗試使用不同的假體並重新進行測試。 

若系統仍未通過，請在任何進一步臨床使用之前，先聯絡您的維修工程師。 

在表格 03－ACR 認證假體分數 3D 中註明測試通過或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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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刻意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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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AOP 3D 檢查 

                                   

1. 目的 

本測試的目的在確認 AOP(自動最佳化參數) 3D 模式中選取的正確參數。 
 
2. 頻率 
每月。 
 
3. 所需設備 
壓克力(PMMA)板允許的厚度為 30 ± 0.1mm 和 50 ± 0.1mm。 
 
4. 先決條件 

- 為避免錯誤結果，壓克力必須清潔且無任何瑕疵。 

- 為了讓影像接收裝置溫度穩定，在執行任何與影像接收器影像品質相關的測量之前，需
至少將系統電源開啟 10 分鐘。 

 

5. 程序 
註：使用表格 01－檢查清單來標示測試完成，以及表格 04－AOP 3D 檢查來記錄測試結果。 
1. 在 IQTool 介面左側部份選擇 AOP。 
2. 在 AOP 3D 按兩下，以執行測試。 
3. 依畫面的指示操作： 

- 插入 24 x 29 標準壓迫板。 

- 將 30mm 厚的壓克力板放置在乳房支撐物上。 

- 將壓克力板的最長邊對齊乳房支撐物的胸壁側。 

- 壓克力板放在左右置中的位置。 

- 施加至少 5 daN 的壓迫力。 

- 確認準直儀已設定為最大可用照野。 

- 執行斷層層析(3D)擷像。 

4. 以 50mm 厚的壓克力板執行上述步驟。 
5. 系統顯示結果。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所有測試都必須通過。 
預期結果為： 
 
 
 
 

 
 
 
若系統未通過測試，請找出問題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 
若影像接收器已至少暖機 10 分鐘，但未超過 30 分鐘，可提供額外 20 分鐘來為影像接收器暖機(總
共 30 分鐘)，然後重新進行測試。 
若系統仍未通過測試，請在任何進一步的臨床使用系統前找出問題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建議在任
何進一步的臨床使用之前，先聯絡您的維修工程師。 
在表格 04－AOP 3D 中記錄測試結果通過或未通過。 

 

壓克力厚度
(mm) 

曝露參數 
僅適用 AOP 3D 模式 

靶/濾片 mAs 時間乘積 kVp 

30 鉬/鉬 30-55 26 

50 銠/銀 24-4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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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刻意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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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品管測試 
1 介紹 

除了 Senographe Pristina 品質控制手冊所指定的測試外，本章所介紹的品管測試，是物理師在對新

的 Senographe Pristina 3D 設備執行的乳房攝影設備評估(MEE)時、在重大維修之後，以及在對每

部 Senographe Pristina 3D 機組實施年度調查過程中所必須執行的一部份。 

每個品管測試皆有其規定的最低頻率、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的時間。 

提供這些測試的逐步流程。 

 

註：物理師可採用與手冊所述不同的方法來執行測試，但他們必須能獲得與採取行動之準則和為

每個測試所定義的修正措施相符的最終結果，並遵守修正措施的指示時間。 

在指南 二第 2 節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摘要中，可以找到關於 MEE 的額外資訊，並可將評估的結果

輸入 Senographe Pristina 乳房 X 光攝影系統的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摘要表單中。 

 

2. 品管測試、頻率與修正措施時間之總結摘要 

物理師執行的品管測試，摘要於表 1 和表 2。 

關於以下測試說明請參閱第 11 頁 非年度的品管測試： 

表 1 非年度的品管測試 

 程序 頻率 修正措施時間 

1. 重建影像之均勻度測試 每年與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 
在臨床使用之前 

2. ACR 認證假體分數 3D 每年與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 
在臨床使用之前 

3. AOP 3D 檢查 每年與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 
在臨床使用之前 

 

物理師必須執行的額外測試，列於下方。 

表 2 物理師的特定品管測試 

 程序 頻率 修正措施時間 

4. 3D 模式下的乳房入射曝露和

平均乳腺劑量 

每年與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 
在臨床使用之前 

5. 體積覆蓋範圍 每年與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 
在臨床使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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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D 乳房入射曝露與平均乳腺劑量 
 

1 目的 

在 3D 模式下測量標準乳房病患常用的入射曝露(模擬壓迫後乳房厚度 4.2 公分，組成 50%為脂肪、
50%為腺體)，計算相關的平均乳腺劑量。 
 

2. 頻率 

每年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 
 

3. 所需設備 

適用於 Senographe Pristina 上的銠/銀能譜範圍的乳房攝影劑量計。 
 
註：X 光測量儀器必須與 Senographe Pristina 上使用的 X 光參數相容。請參考操作手冊規格章節，
以瞭解 Senographe Pristina 上使用的 X 光參數的完整定義。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壓迫後厚度大約 4.2cm， 其組成相當於 50%脂肪及 50%的乳腺組成的乳
房模擬假體)。關於可接受使用的假體，請參見指南 二第 1-1 節的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 
本測量在 3D 靜態模式下執行，整個擷像過程，將光管靜置於零度。目前已獲證實，當角度範圍小
於+/- 15 度時，此模式的平均乳腺劑量(AGD)計算，高估 CC 閱片的 3D 擷像之平均乳腺劑量會低
於 5%。 
 
參考文獻： I. Sechopoulos, S. Suryanarayanan, S. Vedantham, C. D’Orsi, A. Karellas, “Computation of 
the glandular radiation dose in digital tomosynthesis of the breast”, Medical Physics, 34, 221-232 (2007). 
關於啟動/停用 3D 靜態模式的說明，請參閱 Senographe Pristina 3D 操作手冊的靜態模式章節內容。 
註：若假體有凸出超過假體表面的螺絲，或連接在假體表面上的壓克力圓盤，請在擷取假體影像之
前，移除這些螺絲和圓盤。接觸乳房支撐物的假體表面與壓迫板都必須是平整的。 

 

4. 先決條件 

無。 
 

5. 程序 

註：使用表格 01－乳房入射曝露和平均乳腺劑量來記錄測試結果。 
1. 依下列方式準備乳房攝影系統： 

- 設置移動式鉛柵和 24 x 29 標準壓迫板。 
- 選擇 24 公分 x 29 公分的照野。 

在資料表單上記錄這些條件。 
2. 將乳房攝影假體放置在影像接收器組件的乳房支撐物表面上，以一個邊緣與乳房支撐物表面

的胸壁側邊緣切齊的方式，左右置中於 X 光輻射照野。 
註：將 ACR 認證假體由其正常方位旋轉 180°。將蠟質嵌入物的寬邊緣放置在遠離影像接收器的胸
壁側邊緣處。 
3. 降下壓迫板，使其輕觸到假體。 
註：若您使用 AOP 來進行測量，請施加 5 daN 的壓迫力來啟動演算法。AOP 演算法會使用乳房壓
迫厚度，判斷攝影參數。因此，設置假體並施予穩定的壓迫力，是很重要的。 
4. 選擇影像擷取模式，即 AOP 或手動等臨床上最常用來拍攝標準乳房 3D 影像的方法。在手動

模式中，請選擇您臨床使用的 kVp、陽極靶、X 光濾片和 mAs 設定。 
 本測試可使用以下資訊進行設定： 
 

靶/濾片 kVp/mAs 

銠/銀 34kVp/28mAs 

 
 在資料表單上記錄這些設定。 
 

5. 如果 AOP 是臨床上最常使用的擷取模式，請在 AOP 模式進行 3D 擷取，進行擷取參數判斷。

如果手動模式是臨床上最常使用的模式，請跳過此步驟，不需進行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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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在步驟 4 選擇手動模式，請記錄共用的擷取參數(靶、濾片、kVp 和 mAs)。如果在步驟 4

選擇 AOP 模式，請記錄在步驟 5 自動選擇的參數(靶、濾片、kVp 和 mAs)。請勿必記錄完整

的 3D 擷取 mAs (顯示於控制台)。 

7. 若有需要，請升高壓迫板，然後將劑量計的參考線放置在與假體的頂端表面等同高度。 

8. 移除假體，並將劑量計左右置中，且離影像接收器的胸壁側邊緣 4 公分。 

9. 放置壓迫板，使其與劑量計輕觸。 

10. 關閉任何開啟的測試，依 Senographe Pristina 3D 操作手冊靜態模式章節內容的說明，啟用 3D

靜態模式。 

11. 選擇手動模式，依步驟 6 記錄內容設定 kVp、陽極靶和 mAs。若使用 AOP 模式，請以選擇最

接近步驟 5 假體曝露所採用的 mAs。 

12. 在 3D 靜態模式進行曝露，並將劑量計讀數值記錄在資料表單中。 

13. 使用 AOP 模式時，使用在步驟 6 中記錄的 mAs，對照在步驟 11 中選取的 mAs 的比率，將來

自步驟 12 的劑量計讀數值修正為適合步驟 5 的值。 

14. 使用修正過的劑量計讀數值來計算平均乳腺劑量。請參考操作手冊規格章節中的劑量判定規

格。 

註：使用為 Senographe Pristina 系統所測量的半值層(HVL)，以判定劑量轉換係數，並計算平均乳

腺劑量。 

15. 依 Senographe Pristina 3D 操作手冊靜態模式章節的流程說明，在測試結束時確認已經停用靜

態模式。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每次 3D 拍攝時標準乳房的平均乳腺劑量值不可超過 3 mGy (0.3 rad)。 

若系統不符合任何採取行動之準則，建議確認是否已符合所有測試條件，並重新進行測試。若仍無法通過測

試，請在臨床使用前找出問題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建議聯絡您的維修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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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體積覆蓋範圍 
 

1 目的 

確認完整影像物體均在 Z 軸完成重建。 

如果在臨床上運用 3D 進行測試，則必須搭配一個彈性壓迫板(24 x 29 彈性或 19 x 23 能滑動的彈

性壓迫板)，與一個非彈性壓迫板(24 x 29 標準型，19x23 滑動壓迫板或置入滑板)。 

 

2. 頻率 

每年和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時。 

 

3. 所需設備 

- 將壓克力(PMMA)板的允許厚度設定為 50 ± 0.1 mm。 

- 兩個衰減物體的厚度低於 0.5mm(即：HVL 測量鋁片、staples…)。 

 

4. 先決條件 

為了使影像接收器的溫度趨於穩定，在執行任何與影像接收器影像品質相關的測量之前，將系統電

源開啟至少 10 分鐘。 

 

5. 程序 

註：使用表格 02－體積覆蓋範圍來記錄測試結果。 

1. 在 CC view，將移動式鉛柵設置在數位式影像接收器上。 

2. 將第一個衰減物體放置於移動式鉛柵上。 

3. 將 50 mm PMMA 堆疊在移動式鉛柵上的衰減物體上。 

4. 將第二個衰減物體放置在 PMMA 堆疊上。 

請查閱以下使用鋁片作為衰減物體的範例： 

影像接收器 

 

 

 

PMMA 板堆疊 

 

 

PMMA 板堆疊下面的鋁片 

 

 

PMMA 板堆疊上面的鋁片 

圖 1 鋁片和壓克力板重合，進行體積覆蓋範圍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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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插入非彈性壓迫板(若為 3D 臨床使用)。 

6. 施予臨床通用的壓力(即：10-15 daN)，固定鋁片堆疊和 PMMA 板。 

7. 選擇 3D medical procedure。 

8. 使用下列參數執行手動曝露： 

 

厚度 靶/濾片 kVp/mAs 時間乘積 

50mm 銠/銀 34kVp/50mAs 

 

9. 完成擷影與物體重建後，在閱片工作站檢閱體積，並搜尋鋁片頂部和底部聚聚焦平面。 

10. 以彈性壓迫板重覆這些步驟(若為 3D 臨床使用)。 

 

6. 採取行動之準則和修正措施 

頂部衰減物體的聚聚焦平面應位於重建體積內，且底部衰減物體的聚聚焦平面應位於重建體積內。 

如果系統未通過測試，請檢查衰減物體和壓克力板是否正確放置。 

若在 10 分鐘暖機期間之後仍未通過測試，可提供額外 20 分鐘的暖機時間(共 30 分鐘)，然後重新

進行測試。若不符合採取行動之準則，請在臨床使用前找出問題來源並採取修正措施。建議聯絡您

的維修工程師。 



 

 101  

指南 二 
 

本章是用來為乳房攝影醫療機構與其人員提供指南 二。它代表影像接收器製造商的最新想法，其

針對執行當地法規可能要求之適當品管測試流程。本指南 二中說明的流程，代表實施測試之可接

受方式的補充資訊，與法規不同的是，它們並不強制規定醫療機構僅能使用該方法。若有符合適

用法令、法規，或兩者兼具的替代流程，亦可使用該流程。閱讀、瞭解和遵守最終法規，是醫療

機構應負的責任。 

各地區可依其本身職權，制訂比國家適用法規所規範更為嚴格的規定。醫療機構可能需要洽詢州

或地方主管機關，以瞭解其相關規定。若當地法規或醫院規定要求，可比品管測試中所規定的次

數更頻繁地執行測試。 

品管測試可用來做為正確操作的檢查，例如在變更操作參數之後。 

下列各小節提供品管測試中各節的專屬指南 二。 

 

1 ACR 認證假體分數 3D 

1-1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許可使用假體的設備需求。 

下列是依據 ACR 規格所製造的合適乳房攝影假體的清單： 

– Radiation Measurements 1, Inc.，型號 156。 

– Fluke Biomedical (Nuclear Associates)*，型號 18-220。 

– Computerized Imaging Reference Systems*，型號 15。 

假體是一個包含 16 格的壓克力塊。每格圖案皆為模擬可能存在乳房組織的解剖構造。 

 

如圖所示，從左上角開始，這些圖案可分成三類： 

– 纖維： 

六格代表纖維結構；它們包含橫切面從 1.56mm 至 0.40mm 的纖維。 

– 鈣化點群： 

五格代表顯微鈣化點，直徑從 0.54mm 至 0.16mm。 

– 腫塊： 

五格代表腫瘤或腫塊，厚度從 2mm 至 0.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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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分數 

ACR 乳房攝影認證假體的參考評分方法，是在 1999 年的 ACR 乳房攝影品管手冊中發佈的。 

每種物件類型個別評分。每種物件類型皆由最大物件開始，評估至最小的物件。 

在纖維的部份，若能在正確位置和方位看到完整纖維，即計為 1 分。若無法完整看到，但其位置

和方位皆正確，則將纖維計為 0.5 分。若出現纖維狀的假影，而且與實際最小可見纖維同樣明顯

或更明顯，就必須扣除此實際最小可見纖維的分數。 

至於鈣化點，若在適當位置可看到四個或更多鈣化點，將鈣化點群計為 1 分，若在適當位置可看

到二個或三個鈣化點，則計為 0.5 分。若能看到鈣化點狀的假影，將它們從計入實際最小鈣化點

群中的可見鈣化點中逐一扣除(以 1 分或 0.5 分)；並據此調整本群組的分數。 

至於腫塊，若腫塊在適當位置為圓形，即計為 1 分，若腫塊出現在適當位置但不具備大致圓形的

外觀，則計為 0.5 分。若出現腫塊狀的假影，而且與實際最小可見腫塊同樣明顯或更明顯，就必

須扣除此實際最小可見實腫塊的分數。 

 

1-3 準直儀葉片在影像中的外觀 

如果可在影像中看到準直儀葉片，請在任何進一步 3D 臨床使用前，聯絡您的維修工程師。 

 

2.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摘要 

可使用下一頁提供的表單，摘要 Senographe Pristina 3D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MEE)的擷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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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ographe Pristina 3D 的乳房攝影設備評估摘要 
 
醫療機構名稱： 

地址：  

  

  

    

設置日期  機組序號  

調查日期  閱片室 ID  

物理師  簽名  

 

 

測試結果 

 

1. 重建影像之均勻度測試 

 

參考資料：品管測試 非年度， 01－重建影像之均勻度測試小節。 

 

  LSL USL 結果 通過/未通過 

鉬
/鉬

 亮度不均勻性 不適用 10.00   

訊雜比不均勻性 不適用 50.00 
  

銠
/銀

 亮度不均勻性 不適用 10.00   

訊雜比不均勻性 不適用 50.00 
  

 求：所有重建影像必須通過均勻性檢查。 

 

2. ACR 認證假體分數 3D 

 

參考資料：品管測試 非年度，02－ACR 認證假體分數 3D 小節。 

 

 

ACR 認證假體 ID：       

 

LSL USL 結果 通過/未通過 

平面 

纖維的分數 4.0 不適用   

鈣化點群的分數 3.0 不適用   

腫塊的分數 3.0 不適用   

帶狀輪廓 

纖維的分數 4.0 不適用   

鈣化點群的分數 3.0 不適用   

腫塊的分數 3.0 不適用   

要求：必須檢測 4 個最大的纖維、3 個最大的鈣化點群和 3 個最大的腫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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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OP 3D 檢查 

 

參考資料：品管測試 非年度，03－AOP 3D 檢查小節。 

 

 LSL USL 結果 通過/未通過 

A
O

P
 3

D
 

3
0
m

m
 

AOP 鉬/鉬/26 鉬/鉬/26   

mAs 30 55   

5
0
m

m
 

AOP 銠/銀/34 銠/銀/34   

mAs 24 45   

 要求：所有 AOP 檢查都必須通過。 

 

4. 3D 模式下的乳房入射曝露和平均乳腺劑量 

 

參考資料：品管測試 年度，01－3D 乳房入射曝露和平均乳腺劑量。 

 

 LSL USL 結果 通過/未通過 

平均乳腺劑量 不適用 3.0 mGy   

 要求：必須通過平均乳腺劑量規定。 

 

5. 體積覆蓋範圍 

 

參考資料：品管測試 年度，02－體積覆蓋範圍。 

 

適用的壓迫板類型： 

(尺寸+彈性/非彈性) 
接受標準 

結果 

(是/否) 
通過/未通過 

 
重建體積內可看見頂部物體聚聚焦平面   

重建體積內可看見底部物體聚焦平面   

 
重建體積內可看見頂部物體聚焦平面   

重建體積內可看見底部物體聚焦平面   

要求：體積覆蓋範圍必須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