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emens MAMMOMAT Inspiration Quality Control Manual 

西門子數位乳房 X 光攝影儀品質管制操作手冊 



建議執行 QC 週期 

下表為非年度 QC 測試項目的執行頻次，所有測試項目必須由合格的非年度 QC 人員執行。 

 

非年度 QC 測試項目 測試頻次 

 假體影像品質 每日 

 假影評估 每週 

 影像雜訊比及對比雜訊比量測 每週 

 廢片分析 每季 

 數位平板偵測器校正 每季 

 壓迫力測試 每半年 

 雷射洗片機測試 
連續使用: 每日 
偶而使用: 需列印日 

 



下表為年度QC測試項目的執行時機，所有測試項目必須由合格的年度QC人員執行。 
 

年度 QC 測試項目 年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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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體影像品質          

假影評估          

影像、對比雜訊比及 AEC 再現性          

輻射劑量          

空間解析度          

AEC 測試          

數位平板偵測器均勻度檢查          

系統機械動作安全性檢查          

取像工作站螢幕檢查          

非年度 QC 工作查核          

準直儀、X 光無感區及壓迫板評估          

半值層及輻射輸出劑量率          

管電壓測量及再現性測試          
 



系統基本操作 
 
一、開機 

1. 在控制面板上按壓電源開啟鍵 ，如圖A1。 

(圖A1) 
2. 開啟工作站電腦，開機完成畫面，如圖A2。 
 

  

(圖 A2) 

 



二、註冊新病人 

1. 按如圖 A2 畫面上之註冊按鍵 或鍵盤上之 。 

2. 在如圖 A3 註冊畫面上，輸入病人資料，粗體字欄位為必要輸入之欄位。 

3. 按如圖 A3 註冊畫面上之”Exam”按鍵，進入準備檢查畫面，如圖 A4。 

(圖 A3) 

(圖 A4) 



三、開始檢查 

1. 如圖 A5 之指標 1，選擇影像處理的程序選單，如 QC-raw 等。 

2. 如圖 A5 之指標 2，雙擊第一張影像，可開始檢查作業。 

 (圖 A5) 

四、選擇照相參數 

1. 照相模式 6. Advanced 參數選擇顯示 
    (白色為 On, 藍色為 Off) 

10. Grid position 

2. OPDOSE 壓迫厚度範圍 11. Auto Decompression 

3. kV 值 7. Focus 選擇 12. OPCOMP 

4. mAs 值(手動條件時) 8. 壓迫厚度顯示 13. AEC Segmentation 

5. 靶/濾片組合 9. 開啟 Advanced 選項 14. Dose Level 

 

 
        (10)                       (11)                       (12)                         (13)                      (14) 

 

 



五、執行照相 

在控制面板上按壓照相按鍵 ，如圖 A7。 

 

 (圖A7) 
 
 
六、開啟影像資料庫 
 

在圖 A4 畫面上按 按鍵，可開啟 Patient Browser，如圖 A8。 

(圖 A8) 

 

 



七、影像處理工具 
 
1. 方形 ROI 及圓形 ROI 工具，可在 Post processing 頁面選取，如圖 A9。 
2. 影像放大至 Acquisition Size，或影像回覆至 Home Zoom/Pan 功能，可由 Image 下拉視窗執

行，如圖 A9。 
 

(圖 A9) 

 

八、結束檢查 

選擇 Close Patient 頁面，並點選 按鍵，可結束檢查作業。 



所需工具及設備 
 

測量設備必須經過校正以確保其量測結果之正確性。 
 

 乾淨的不織布。 

 經稀釋的清潔用溶液。 

 壓迫板 24 cm × 30 cm。 

 10 ×10 cm2 的PMMA假體，厚度20mm、40mm、60mm。* 

 準直儀假體 (厚度40 mm)。* 

 可量測 Mo/Mo、Mo/Rh、W/Rh 等靶極濾片組合的輻射劑量測量儀。 

 ACR假體。 

 可壓迫假體。 

 碼錶。 

 經校正的光密度計(選擇性執行光密度檢測；非必要)。 

 解析度假體 (2-10 lp/mm)。 

 用於乳房攝影的非侵入式kV能量檢測計。 

 用於乳房攝影的輻射劑量檢測計。 

 厚度2mm鋼板。 

 純鋁片數片，用以量測半值層，每片厚度為0.1mm。 

 尺，刻度需要有mm。 

 體重計或可量測壓迫力之工具。 



非年度品質確認 (Quality Assurance) 項目 

 

1、假體影像品質(每日) Phantom Imaging Quality 
目的 
 確認影像品質是處於理想狀態。 

工具 
1. ACR認證假體。 

2. 24 cm × 30 cm 的低邊壓迫板或高邊壓迫板 (非彈性)。 

步驟 
1. 註冊一個新的病人，如基本操作二，並輸入： 

a. Last Name: Test_1 

b. First Name: Phantom Imaging Quality 

c. Patient ID: 檢查當日的時間日期 (例: 201401010900) 

d. 生日DOB: 隨意，例: 05/05,1955 

e. 性別Gender: Other 

 

2. 影像處理選擇QC-RAW，如基本操作三。 

3. 選擇壓迫後乳房厚度及乳房密度近似於認證假體的臨床病人，所使用的照相條件或AEC
模式條件 (如無從得知條件數值，則選擇AEC照相模式、28kV、常用之陽極靶及濾片組

合及Normal dose，見基本操作四) 

 

Advanced Settings: 

 - Grid position …………in 

- OPCOMP …………on 

- Auto decompression …off 

- AEC segmentation …off 

- Dose Level …………Normal Dose 

 

4. 將認證假體放在 Detector 上，必須注意假體的位置是左右等距，假體與 Detector 下緣切

齊，如下圖。 

 

 

 

 



5. 安裝壓迫板，並下壓假體至OPCOMP指示器閃爍。 

6. 執行照相，同基本操作五。 

7. 將取像工作站(AWS)上的影像調整至Acquisition Size (上方選單  Image  Acquisition 
Size)(基本操作七)，並調整適當Window Level 以利影像判讀。 

當滑鼠游標呈現為十字雙箭頭游標時，可適當的調整影像放大及平移(Zoom/Pan)以調

整影像位置，若取像工作站看片條件不佳時，可將影像送至判讀工作站再執行影像判

讀。 

8. 判讀影像，檢視有多少條纖維，多少個鈣化群和多少個腫塊可被檢視。 

a. 選擇模擬物類別(纖維條、鈣化群、腫塊)，如下圖。 

 
 

b. 對於被選擇的模擬物類別從最容易可見的開始評估起。 
c. 依據下列分析步驟，計算每一個模擬物類別可看見的數量。 
d. 紀錄結果於表格內。 

 

9. 結束檢查，同基本操作八。 

 

分析 
 

1. 觀察纖維模擬物，當可以看到纖維整個長度及位置和方向都正確時，該纖維及可評定為

1分；若看到纖維超過一半卻無法辨識一整條，但位置和方向都正確則可以評定為0.5
分；如果在影像上的任何位置有發現類似纖維的假影，其辨識度與一般纖維模擬物相當

甚至更為明顯，但其位置和方向都不正確時，則必須將此偽纖維假影，從先前的纖維模

擬物計算分數中扣除。 
 

2. 當觀察鈣化群模擬物時，可以適時運用放大和反白功能鍵。在適當位置每一個鈣化群可

觀察出 4 個鈣化點以上，該鈣化群算 1 分；如果只能看出 2 個或 3 個則算 0.5 分；如有

雜訊或鈣化點假影出現在不對的地方，則必須將相似鈣化群假影，從之前的鈣化群模擬

物的分數中扣除。 

纖維條 

腫塊 

鈣化群 



3. 在背景襯托下，能很明顯地區分出腫塊模擬物，並且在正確的位置，則每一個腫塊物算

1分；很明顯區分出腫塊模擬物並且在正確位置，但是腫塊模擬物形狀並不完整，也就

是它不是呈現圓形的形狀(可辨識的腫塊面積小於75%)，僅能算是0.5分；如果有腫塊假

影發生在任何不正確的位置，則必須將與腫塊模擬物相似或更明顯的腫塊假影，從之前

的腫塊模擬物計算分數中扣除。 

 

標準 
 
可以明顯區分出纖維、鈣化群和腫塊的標準值如下表 
 

使用假體 模擬物 理想 合格 (有條件) 

ACR認證假體 

纖維 ≥ 5 ≥ 4 

鈣化群 ≥ 4 ≥ 3 

腫塊 ≥ 4 ≥ 3 

注意： 

 若假體影像評分無法達到(5、4、4)的標準時，須參考以下兩項測試結果： 

 年度測試5：空間解析度測試(Spatial Resolution) 

 非年度測試3：訊號雜訊比及對比雜訊比量測(Signal to Noise Ratio and Contrast to Noise 
Ratio Measurement) 

在這兩項測試皆通過的條件下，假體影像評分達到(4、3、3)以上，亦可接受為合格範圍。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應立即查明原因，採取修正作為，在此之前，所有檢查作業必須

停止執行，如果問題來源確認是因儀器的重要零件引起，在系統恢復正常時，應另執行年度QC
作業，以確認所有測試結果均須符合標準，西門子工程師應將此修正作為之過程及結果以文件

紀錄留存。 



2、假影評估(每週) Artifact Detection 
目的 
 評估Detector是否因髒污、受到損傷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假影。 

工具 
1. 準直儀壓克力假體。 

2. 24 cm × 30 cm 的低邊壓迫板或高邊壓迫板 (非彈性)。 

步驟 
1. 註冊一個新的病人，如基本操作二，並輸入： 

a. Last Name: Test_2 

b. First Name: Artifact Detection 

c. Patient ID: 檢查當日的時間日期 (例: 201401010900) 

d. 生日DOB: 隨意，例: 05/05,1955 

e. 性別Gender: Other 

 

2. 影像處理選擇QC-RAW，如基本操作三。 

3. 選擇AEC模式照相模式、28kV、W/Rh，見基本操作四。 

 

Advanced settings: 

 - Grid position …………in 

- OPCOMP …………off 

- Auto decompression …off 

- AEC segmentation …off 

- Dose Level …………Normal Dose 

 

4. 安裝準直儀壓克力假體。 

5. 安裝壓迫板，並下壓至檢查平台上方 4-5cm。 

6. 執行照相，同基本操作五。 

7. 先將 window width (WW) 調整在 450-500 之間再微調 window center (WC) 值以達到最佳

化影像評估，檢查影像上有無白線或白點假影，可將取像工作站(AWS)上的影像調整至

Acquisition Size ( 上方選單 Image >Acquistion size) ( 基本操作七 ) 。在 Image > 
Zoom/Pan，當游標顯示為雙十字箭頭時，按住滑鼠中鍵可以調整 WW 及 WC，並調整適

當 Window Level 以利影像判讀。若取像工作站看片條件不佳時，可將影像送至判讀工

作站再執行影像判讀。 

8. 分別以Mo/Mo及Mo/Rh組合，重覆執行步驟6、7。 

9. 若有可見之假影，先清潔檢查平台表面及準直儀壓克力假體後，再執行一次 Detector 
Calibration(見平板偵測器校正步驟)，重覆執行假影評估測試。 



執行平板偵測器校正步驟時，假如平板偵測器像素錯誤數量在容許範圍內，系統會自動完

成像素校正及補償，其平板偵測器校正及補償的結果，可由西門子工程師從系統維護工程

模式讀出。 

 

10. 如果仍有白線或白點假影，請聯絡西門子技術服務工程師協助解決。 

11. 紀錄測試結果於表格內。 

12. 結束檢查，同基本操作八。 

 

 

標準: 

 

影像上不應有影響臨床診斷的假影。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應在 30 日內查明原因，採取修正改善作為。如果問題來源確定

是因儀器的重要零件引起，在系統恢復正常時，應另執行年度 QC 作業，以確認所有測試結果

均需符合標準。西門子工程師應將此修正改善作為之過程及結果以文件紀錄留存。 



3、影像/對比雜訊比測量(每週) SNR/CNR Measurements 
目的 
 評估SNR及CNR來確認數位平板偵測器正常功能。 

工具 
1. ACR認證假體。 

2. 24 cm × 30 cm 的低邊壓迫板或高邊壓迫板 (非彈性)。 

步驟 
1. 註冊一個新的病人，如基本操作二，並輸入： 

a. Last Name: Test_3 

b. First Name: SNRCNR Measurements 

c. Patient ID: 檢查當日的時間日期 (例: 201401010900) 

d. 生日DOB: 隨意，例: 05/05,1955 

e. 性別Gender: Other 

 

2. 影像處理選擇QC-RAW，如基本操作三。 

3. 選擇壓迫後乳房厚度及乳房密度近似於認證假體的臨床病人，所使用的照相條件或AEC
模式條件 (如無從得知條件數值，則選擇AEC照相模式、28kV、常用之陽極靶及濾片組

合及Normal dose，見基本操作四) 

 

Advanced settings: 

 - Grid position …………in 

- OPCOMP …………on 

- Auto decompression …off 

- AEC segmentation …off 

- Dose Level …………Normal Dose 

 

4. 將假體放在檢查平台上，必須注意假體的位置是左右等距，假體與Detector 下緣切齊，

如下圖所示。 

 



5. 安裝壓迫板，並下壓假體直到 OPCOMP 壓迫力指示面板數字閃爍。 

6. 執行照相，同基本操作五。 

7. 選擇圓形的ROI ，在影像上最大的Mass 區域內，圈選稍小於Mass的範圍(約0.4 cm²) ，如

下圖，並紀錄其平均灰階值。(可使用放大/縮放/平移功能並調整適當Window Level) 

 
8. 測量 CNR，可重複步驟 7，但於 Mass 旁影像背景處，圈選另一同等大小的範圍的圓形

的 ROI，紀錄其平均灰階值及標準差。 

9. 結束檢查(基本操作八)。 

10. 計算SNR，CNR，紀錄結果於表格內。 
 
 
標準:  
 

1. SNR 必須大於等於40。 

 
 

2. CNR 必須大於等於2。 

 
 

3. CNR 及SNR數值偏差不能超過基準值的±15%，基準值在設備安裝後或年度QC後就須建

立數值。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應在 30 日內查明原因，採取修正改善作為。如果問題來源確定

是因儀器的重要零件引起，在系統恢復正常時，應另執行年度 QC 作業，以確認所有測試結果

均需符合標準。西門子工程師應將此修正改善作為之過程及結果以文件紀錄留存。 



 

4、重照片分析(每季) Reject/Repeat Analysis 
目的 

 確認設備重照片與廢片的百分比，分析這些數據將有助於之後的改善行動以增加效率與

減少病人的重照率。 

 本項測試目的，重照片及廢片是性質相同，分析請同時計算重照片及廢片影像數量，另

外，請不要計算非病人影像及本手冊所做的測試影像(假體影像、平板校正影像、假影測

試..等等) 

頻率 
 每三個月執行一次。 

步驟 
1. 開啟Patient Browser (基本操作四)並點選廢片管理按鍵，如下圖。 

 
2. 檢視最近三個月份的重照片影像，並依個別重照片之原因，及擺位角度，分類統計重照

片數量。 

 

分析: 
這項測試並不只評估單一MAMMOMAT Inspiration系統的效能，而是評估整體設備。 



1. 確認設備的廢片/重照片影像總數。 
2. 確認病人的總數再乘上4而得知設備的總共的照相次數。 
3. 設備的廢片重照片影像總數除以設備的總照相次數再乘以100後，而得知廢片重照率。 

 
 
標準: 
如果廢片重照片率與上一季的數值相比，有超過2%的變化時，則必須分析調查，造成這樣

大的變化的原因。如分析調查之原因可被接受或針對這個原因已採取行動計劃，則可視為已

採取修正改善作為。 



 

5、平板偵測器校正(每季) Detector Calibration 
目的 

 數位平板偵測器會因外在環境影響(例如溫度變化、溼度、震動)，基於這些原因，校正

工作必須週期性地執行。 

 

校正類型 
 為確保數位平板於每一種形式之檢查均為最佳化狀態，必須執行以下之數位平板校正。 

校正選項 特殊需求 

一般模式 CONTACT 無 

放大模式 MAGNIFICATION 不須安裝 Mag. Table 

 NOTE! 校正數位平板偵測器不須安裝壓迫板! 

 

校正時機 
 新機安裝。 
 與上次數位平板校正溫度差距7℃以上時。 
 每季執行一次的非年度QC。 

 

步驟 

1. 將系統旋轉至0度位置。 
2. 安裝40mm的準直儀假體於準直儀下， 

並且確認壓迫板已經移除。 
3. 從Examination工作卡主選項選擇 Patient  Detector Calibration，

將顯示Calibration Subtask card，如右圖。 
4. 右圖中，(1)為選擇一般或放大模式，(2)顯示上一次校正日期。 

(若顯示驚嘆號"!"，表示離上次執行校正的日期已超過三個月) 
 

5. 點選欲執行的校正類型，然後點擊   ，

系統將自動代入校正模式。 
6. 當進入校正介面，Image會自動生成需做的校正影像張數，共15張。 

7. 第一張Image會自動轉為白色 ，代表已經準備接收X光影像。 

8. 按壓控制盒上的照相按鈕 ，待按鈕重新閃爍綠燈，即完成照相，影像隨後顯

示在螢幕上。 

(1) (2) 



9. 校正影像皆以固定的照相條件所產生，執行者需評估所產生的校正影像是否正常，以

決定是否要將該影像做為校正基準的參考影像。 

 

10. 如上圖，(1)是正確可接受的校正影像，點選 以紀錄此張影像；(2)則是不可接

受的影像，或是看到有其它影像上的假影，則點選 以排除受到假影干擾的影

像。 
11. 繼續執行照相：每一種靶極/濾片組合(Mo/Mo、Mo/Rh、W/Rh)各有五次照相，系統

會自動切換靶極/濾片組合，共十五次正常影像被接受後，即可準備結束校正。 

 

  
 Acquired images (照相總張數) 

 Accepted images (接受的張數，需15張才符合平板校正所需的張數) 

 Rejected images (拒絕做為校正用的影像張數) 

 

12. 確認視窗顯示，點選Yes系統開始計算校正資料。 
13. 計算完成後，出現視窗點擊確認後，系統將自動結束校正工作。 
14. 移除準直儀壓克力假體。 

 

 NOTE! 

  平板偵測器校正時，可看見影像右下角有矩形區塊， 

  此為正常情況，並不會影響校正資料。 



 

6、壓迫力測試(每半年) Compression Force 
目的 
 測試OPCOMP壓迫力及機械最大壓迫力及其穩定性是否符合標準。 

工具 
1. 體重計或是可測量壓迫力的工具。 

2. 硬式泡棉塊或毛巾。 

3. 24 cm × 30 cm 的低邊壓迫板或高邊壓迫板 (非彈性)。 

 

步驟 
1. 將體重計放置於檢查平台上，指針面板朝向操作人員，或使用可測量壓迫力的工具，

並依照製造商的說明使用。 
2. 如果用的是一般體重計，請先將海綿或毛巾等軟性緩衝介質，放置在壓迫板與體重計

之間、體重計與檢查平台之間兩處，以避免體重計直接接觸設備硬體造成刮傷。 
3. 下降壓迫板直到OPCOMP壓迫力指示面板數字閃爍，如下圖中最右邊的壓迫力數值。 

 

 

 

 

 

 

 

 

 

4. 再次踩壓腳踏板，直到停在最大壓迫力時，記錄其壓迫力數值。 

Note! 

 壓迫力數值的單位是牛頓(N)。 
 轉換成磅需乘以 0.22。 

 
標準: 
 壓迫力應介於 120~200 牛頓(25~45 磅，12~20 公斤)之間，並維持±20N 達一分鐘以上。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應立即查明原因，採取修正改善作為，在此之前，所有檢查作業

必須停止執行。如果問題來源確定是因儀器的重要零件引起，在系統恢復正常時，應另執行年

度 QC 作業，以確認所有測試結果均需符合標準。西門子工程師應將此修正改善作為之過程及

結果以文件紀錄留存。 

0 219mm 0N 

Fletcher Mae 



7、雷射洗片機測試(需列印時) Printer Check 
此測試只有當需使用洗片機/雷射洗片機出片之當日執行。 

目的 
 檢查雷射洗片機之列印品質。 

工具 
 密度計(需經校正)。 

步驟 
Note! 

  當需使用雷射洗片機做乳房攝影影像出片時，必須執行雷射洗片機製造商的 QC 流程。 

執行雷射洗片機最佳的 QC 測試條件前，請考慮以下幾點: 

A: Mammo inspiration AWS 與雷射洗片機需通過 QC 人員檢測。 

B: 雷射洗片機必需具有製造商的 QC 程序書。 

C: 距離上一次通過 QC 人員檢測後，inspriation AWS 未更改任何設定條件。 

 

如果系統不符合上述 ABC 三項敘述，或有任何存疑，請遵循以下步驟: 

 

1. 使用 Patient Browser 在 Local Database 尋找 Service Images (基本操作四)。 

2. 在標示為[1] Technical Image 底下，雙擊左鍵以開啟 SMPTE 圖像，如下圖。 

 



 

3. 按 ，將 SMPTE 圖像由雷射洗片機列印輸出。 

4. 如果雷射洗片機之光密度值可設定的話，則將光密度值設定為，最小光密度(Min Density)
等於 0.2 ，最大光密度(Max Density)等於 3.5 。 

5. 以光密度計量測列印出之 SMPTE 片子，由 0%到 100%的灰階方形區域，共量測 11 個灰階

值，並紀錄之。 

 

標準:  

標準值請參考實施紀錄之測試表格，或雷射洗片機製造商之規範。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應查明原因，採取修正改善作為，在此之前，所有影像出片作業

必須停止執行。如果問題來源確定是因儀器的重要零件引起，在系統恢復正常時，應另執行年

度 QC 作業，以確認所有測試結果均需符合標準。西門子工程師應將此修正改善作為之過程及

結果以文件紀錄留存。 

對於雷射洗片機的品保認證，請參考雷射洗片機製造商的建議。 

 



年度品質確認 (Quality Assurance) 項目 

 

1、假體影像品質 Phantom Imaging Quality 
目的 
 確認影像品質是處於理想狀態。 

工具 
1. ACR認證假體。 

2. 24 cm × 30 cm 的低邊壓迫板或高邊壓迫板 (非彈性)。 

步驟 
1. 註冊一個新的病人，如基本操作二，並輸入： 

a. Last Name: Test_1 

b. First Name: Phantom Imaging Quality 

c. Patient ID: 檢查當日的時間日期 (例: 201401010900) 

d. 生日DOB: 隨意，例: 05/05,1955 

e. 性別Gender: Other 

 

2. 影像處理選擇QC-RAW，如基本操作三。 

3. 選擇壓迫後乳房厚度及乳房密度近似於認證假體的臨床病人，所使用的照相條件或AEC
模式條件 (如無從得知條件數值，則選擇AEC照相模式、28kV、常用之陽極靶及濾片組

合及Normal dose，見基本操作四) 

 

Advanced Settings: 

 - Grid position …………in 

- OPCOMP …………on 

- Auto decompression …off 

- AEC segmentation …off 

- Dose Level …………Normal Dose 

 

4. 將認證假體放在 Detector 上，必須注意假體的位置是左右等距，假體與 Detector 下緣切

齊，如下圖。 

 

 

 

 



5. 安裝壓迫板，並下壓假體至OPCOMP指示器閃爍。 

6. 執行照相，同基本操作五。 

7. 將取像工作站(AWS)上的影像調整至Acquisition Size (上方選單  Image  Acquisition 
Size)(基本操作七)，並調整適當Window Level 以利影像判讀。 

當滑鼠游標呈現為十字雙箭頭游標時，可適當的調整影像放大及平移(Zoom/Pan)以調

整影像位置，若取像工作站看片條件不佳時，可將影像送至判讀工作站再執行影像判

讀。 

8. 判讀影像，檢視有多少條纖維，多少個鈣化群和多少個腫塊可被檢視。 

a. 選擇模擬物類別(纖維條、鈣化群、腫塊)，如下圖。 

 
 

b. 對於被選擇的模擬物類別從最容易可見的開始評估起。 
c. 依據下列分析步驟，計算每一個模擬物類別可看見的數量。 
d. 紀錄結果於表格內。 

 

9. 結束檢查，同基本操作八。 

 

分析 
 

1. 觀察纖維模擬物，當可以看到纖維整個長度及位置和方向都正確時，該纖維及可評定為

1分；若看到纖維超過一半卻無法辨識一整條，但位置和方向都正確則可以評定為0.5
分；如果在影像上的任何位置有發現類似纖維的假影，其辨識度與一般纖維模擬物相當

甚至更為明顯，但其位置和方向都不正確時，則必須將此偽纖維假影，從先前的纖維模

擬物計算分數中扣除。 
 

2. 當觀察鈣化群模擬物時，可以適時運用放大和反白功能鍵。在適當位置每一個鈣化群可

觀察出 4 個鈣化點以上，該鈣化群算 1 分；如果只能看出 2 個或 3 個則算 0.5 分；如有

雜訊或鈣化點假影出現在不對的地方，則必須將相似鈣化群假影，從之前的鈣化群模擬

物的分數中扣除。 

鈣化群 

纖維條 

腫塊 



3. 在背景襯托下，能很明顯地區分出腫塊模擬物，並且在正確的位置，則每一個腫塊物算

1分；很明顯區分出腫塊模擬物並且在正確位置，但是腫塊模擬物形狀並不完整，也就

是它不是呈現圓形的形狀(可辨識的腫塊面積小於75%)，僅能算是0.5分；如果有腫塊假

影發生在任何不正確的位置，則必須將與腫塊模擬物相似或更明顯的腫塊假影，從之前

的腫塊模擬物計算分數中扣除。 

 

標準 
 
可以明顯區分出纖維、鈣化群和腫塊的標準值如下表 
 

使用假體 模擬物 理想 合格 (有條件) 

ACR認證假體 

纖維 ≥ 5 ≥ 4 

鈣化群 ≥ 4 ≥ 3 

腫塊 ≥ 4 ≥ 3 

注意： 

 若假體影像評分無法達到(5、4、4)的標準時，須參考以下兩項測試結果： 

 年度測試5：空間解析度測試(Spatial Resolution) 

 非年度測試3：訊號雜訊比及對比雜訊比量測(Signal to Noise Ratio and Contrast to Noise 
Ratio Measurement) 

在這兩項測試皆通過的條件下，假體影像評分達到(4、3、3)以上，亦可接受為合格範圍。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應立即查明原因，採取修正作為，在此之前，所有檢查作業必須

停止執行，如果問題來源確認是因儀器的重要零件引起，在系統恢復正常時，應另執行年度QC
作業，以確認所有測試結果均須符合標準，西門子工程師應將此修正作為之過程及結果以文件

紀錄留存。 
 



2、假影評估 Artifact Detection 
目的 
 評估Detector是否因髒污、受到損傷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假影。 

工具 
1. 準直儀壓克力假體。 

2. 24 cm × 30 cm 的低邊壓迫板或高邊壓迫板 (非彈性)。 

步驟 
1. 註冊一個新的病人，如基本操作二，並輸入： 

a. Last Name: Test_2 

b. First Name: Artifact Detection 

c. Patient ID: 檢查當日的時間日期 (例: 201401010900) 

d. 生日DOB: 隨意，例: 05/05,1955 

e. 性別Gender: Other 

 

2. 影像處理選擇QC-RAW，如基本操作三。 

3. 選擇AEC模式照相模式、28kV、W/Rh，見基本操作四。 

 

Advanced settings: 

 - Grid position …………in 

- OPCOMP …………off 

- Auto decompression …off 

- AEC segmentation …off 

- Dose Level …………Normal Dose 

 

4. 安裝準直儀壓克力假體。 

5. 安裝壓迫板，並下壓至檢查平台上方 4-5cm。 

6. 執行照相，同基本操作五。 

7. 先將 window width 調整在 450-500 之間再微調 window center (WC) 值以達到最佳化影像

評估，檢查影像上有無白線或白點假影，可將取像工作站 (AWS)上的影像調整至

Acquisition Size ( 上方選單 Image >Acquistion size) ( 基本操作七 ) 。在 Image > 
Zoom/Pan，當游標顯示為雙十字箭頭時，按住滑鼠中鍵可以調整 WW 及 WC，並調整適

當 Window Level 以利影像判讀。若取像工作站看片條件不佳時，可將影像送至判讀工

作站再執行影像判讀。 

8. 分別以Mo/Mo及Mo/Rh組合，重覆執行步驟6、7。 

9. 若有可見之假影，先清潔檢查平台表面及準直儀壓克力假體後，再執行一次 Detector 
Calibration(見平板偵測器校正步驟)，重覆執行假影評估測試。 



執行平板偵測器校正步驟時，假如平板偵測器像素錯誤數量在容許範圍內，系統會自動完

成像素校正及補償，其平板偵測器校正及補償的結果，可由西門子工程師從系統維護工程

模式讀出。 

 

10. 如果仍有白線或白點假影，請聯絡西門子技術服務工程師協助解決。 

11. 紀錄測試結果於表格內。 

12. 結束檢查，同基本操作八。 

 

 

標準: 

 

影像上不應有影響臨床診斷的假影。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應在 30 日內查明原因，採取修正改善作為。如果問題來源確定

是因儀器的重要零件引起，在系統恢復正常時，應另執行年度 QC 作業，以確認所有測試結果

均需符合標準。西門子工程師應將此修正改善作為之過程及結果以文件紀錄留存。 

 



3、影像雜訊比、對比雜訊比及AEC再現性  
SNR/CNR and AEC repeatability 

目的 
1. 量測影像雜訊比及對比雜訊比，用以評估數位平板偵測器的功能；當設備更換重大零件

時，QC測試所測得的影像雜訊比及對比雜訊比的值，是為非年度QC測試的基準。 
2. 量測AEC的穩定性及再現性。 

工具 
1. 經校正後的乳房攝影用的輻射劑量計。 

2. ACR認證假體。 

3. 24 cm × 30 cm 的低邊壓迫板或高邊壓迫板 (非彈性)。 

步驟 
1. 註冊一個新的病人，如基本操作二，並輸入： 

a. Last Name: Test_3 

b. First Name: SNRCNR 

c. Patient ID: 檢查當日的時間日期 (例: 201401010900) 

d. 生日DOB: 隨意，例: 05/05,1955 

e. 性別Gender: Other 

2. 影像處理選擇QC-RAW，如基本操作三。 

3. 選擇壓迫後乳房厚度及乳房密度近似於認證假體的臨床病人，所使用的照相條件或AEC
模式條件 (如無從得知條件數值，則選擇AEC照相模式、28kV、常用之陽極靶及濾片組

合及Normal dose，見基本操作四) 

Advanced settings: 

 - Grid position …………in 

- OPCOMP …………on 

- Auto decompression …off 

- AEC segmentation …off 

- Dose Level …………Normal Dose 

4. 置放ACR認證假體於檢查平台上，並注意左右置中，假體與檢查平台下緣切齊，如下

圖。 

5. 置放劑量計的 Chamber 於照野範圍內，中心點距胸壁側 4cm 處，與 ACR 認證假體同高

並盡量靠近假體，如下圖位置。 



 

6. 安裝壓迫板，並下壓假體直到 OPCOMP 壓迫力指示面板數字閃爍。 

7. 滑鼠左鍵雙擊第一張影像，可開始檢查作業。 

8. 執行五次照相，並記錄下mAs值及輻射曝露劑量。 

9. 由上方選單中Tool  Circle，或是由Post Processing內的後處理選項，選擇圓形的ROI工
具。 

10. 於此五張影像中，在影像上最大的Mass區域內，畫出稍小於Mass範圍(約0.4cm2)，如下

圖，並記錄其平均灰階值(Mean)。(可使用縮放大小/平移功能並調整適當的window 
level)。 

 
11. 於此五張影像中，在 Mass 旁邊背景處，畫出相同大小的圓形工具(或是點擊原本的圓

圈，按 ctrl+C 複製，再按 ctrl+V 貼上後調整位置)，記錄背景的平均灰階值(Mean)及標準

差(SD)於表格內，五張背景圓圈的位置也請盡量固定在相同的位置。 

12. 結束檢查。 

 
 
標準:  
 

1. SNR 必須大於等於40。 ， 為50 

 

2. CNR 必須大於等於2。  

 

3. mAs及入射劑量的變異係數，均不可超過5% ：  

  



新設備於裝機時或設備更換重大零件(參見本手冊第三頁表格)後，QC測試所測量之SNR及CNR
數值，定義為非年度QC測試之基準値。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應在 30 日內查明原因，採取修正改善作為。如果問題來源確定

是因儀器的重要零件引起，在系統恢復正常時，應另執行年度 QC 作業，以確認所有測試結果

均需符合標準。西門子工程師應將此修正改善作為之過程及結果以文件紀錄留存。 

 



4、輻射劑量 Radiation Dose 
目的 

測得平均乳腺劑量(AGD)，以確認劑量不超過3mGy (300 mRad)。 

工具 
1. 經校正後的乳房攝影用的輻射劑量計。 

2. ACR認證假體。 

3. 24 cm × 30 cm 的低邊壓迫板或高邊壓迫板 (非彈性)。 

 Note! 需要半值層數值以計算平均乳腺劑量 

步驟 
1. 註冊一個新的病人，如基本操作二，並輸入： 

a. Last Name: Test_4 

b. First Name: Mean Glandular Dose 

c. Patient ID: 檢查當日的時間日期 (例: 201401010900) 

d. 生日DOB: 隨意，例: 05/05,1955 

e. 性別Gender: Other 

 

2. 影像處理選擇QC-RAW，如基本操作三。 

3. 選擇壓迫後乳房厚度及乳房密度近似於認證假體的臨床病人，所使用的照相條件或AEC
模式條件 (如無從得知條件數值，則選擇AEC照相模式、28kV、常用之陽極靶及濾片組

合及Normal dose，見基本操作四) 

Advanced settings: 

 - Grid position …………in 

- OPCOMP …………on 

- Auto decompression …off 

- AEC segmentation …off 

- Dose Level …………Normal Dose 

4. 置放ACR認證假體於檢查平台上，並注意左右置中，假體與檢查平台下緣切齊，如下

圖。 

5. 置放劑量計的 Chamber 於照野範圍內，中心點距胸壁側 4cm 處，與 ACR 認證假體同高

並盡量靠近假體，如下圖位置。 



 

6. 安裝壓迫板，下壓假體直到 OPCOMP 壓迫力指示面板數字閃爍。 

7. 滑鼠左鍵雙擊第一張影像，執行照相。 

8. 記錄數值並計算平均乳腺劑量。 

9. 結束檢查。 

標準： 

 平均乳腺劑量(AGD)要求：不超過 3mGy (300 mRad)。 

 平均乳腺劑量(AGD)期望：不超過 2mGy (200mRad)。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應立即查明原因，採取修正改善作為。如果問題來源確定是因儀

器的重要零件引起，在系統恢復正常時，應另執行年度 QC 作業，以確認所有測試結果均需符

合標準。西門子工程師應將此修正改善作為之過程及結果以文件紀錄留存。 

 



5、空間解析度評估 Spatial Resolution 
目的 

評估Detector影像接收區域內解析度是否正常。 

工具 
1. 乳房攝影專用解析度假體(包含 5 lp/mm、6 lp/mm、7 lp/mm、8 lp/mm)。 

2. 準直儀壓克力假體。 

3. 24 cm × 30 cm 的低邊壓迫板或高邊壓迫板 (非彈性)。 

 

步驟 
1. 註冊一個新的病人，如基本操作二，並輸入： 

a. Last Name: Test_5 

b. First Name: Spatial Resolution 

c. Patient ID: 檢查當日的時間日期 (例: 201401010900) 

d. 生日DOB: 隨意，例: 05/05,1955 

e. 性別Gender: Other 

 

2. 影像處理選擇QC-RAW，如基本操作三。 

3. 選擇AEC照相模式，28kV、常用之陽極靶及濾片組合(基本操作四)。 

Advanced settings: 

 - Grid position …………in 

 - OPCOMP …………on 

 - Auto decompression …off 

 - AEC segmentation …off 

 - Dose Level …………Normal Dose 

4. 安裝準直儀壓克力假體。 

5. 將解析度假體由球管的軸向以45度斜放置在檢查平台上，注意須左右置中，並距離胸壁

側約一公分，如下圖。 

 
6. 安裝壓迫板，並下壓輕觸解析度假體。 

7. 執行照相。 



8. 檢查評估影像，可調整至Acquisition Size、放大/平移(Zoom/Pan)，可調整適當windowing 
values以利於判讀影像。若取像工作站看片條件不佳時，可將影像送至判讀工作站再進

行影像判讀。 

9. 判讀出能夠清楚分辨對線對(line pair)的最高空間解析度。 

10. 如果對平板偵測器在某個區域的解析度表現有疑慮，可將解析度假體放置在該處，再重

新拍照評估。 

11. 結束檢查。 

 

 

 標準： 

 最大解析度必須 ≥ 6 lp/mm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應立即查明原因，採取修正改善作為，在此之前，所有檢查作業

必須停止執行。如果問題來源確定是因儀器的重要零件引起，在系統恢復正常時，應另執行年

度 QC 作業，以確認所有測試結果均需符合標準。西門子工程師應將此修正改善作為之過程及

結果以文件記錄留存。 



 

6、AEC測試 AEC test 
目的 

1. 檢查AEC安全性自動切斷功能。 
2. 檢查AEC對不同厚度之組織的穩定性測試。 

工具 
1. 可覆蓋Object Table的防護鋼板，2mm厚鋼片或鉛板。 

2. 面積10×10cm2，厚度20mm、40mm及60mm的PMMA假體。 

3. 24 cm × 30 cm 的低邊壓迫板或高邊壓迫板 (非彈性)。 

 

步驟 
1. 註冊一個新的病人，如基本操作二，並輸入： 

a. Last Name: Test_6 

b. First Name: AEC_Test 

c. Patient ID: 檢查當日的時間日期 (例: 201401010900) 

d. 生日DOB: 隨意，例: 05/05,1955 

e. 性別Gender: Other 

 

2. 影像處理選擇QC-RAW，如基本操作三。 

 

 AEC Security (步驟3~10)       

3. 選擇AEC照相模式，28kV、常用之陽極靶及濾片組合(基本操作四)。 

Advanced settings: 

 - Grid position …………in 

 - OPCOMP …………off 

 - Auto decompression …off 

 - AEC segmentation …off 

 - Dose Level …………Normal Dose 

4. 於檢查平台上放置防護鋼版。 

5. 安裝壓迫板，將壓迫板下壓輕觸鋼板。 
6. 執行照相(基本操作 5)。 
7. 檢視輻射警示燈是否亮起之後立即中止，mAs 值是否顯示 5mAs。 
8. 檢視 AWS 畫面應有系統警告訊息。 
9. 記錄結果。 
10. 取消檢查作業，移除 2mm 鋼片。 

 



 
 
 AEC 穩定度 (步驟 11~23)       

11. 選擇照相條件 Opdose，此時 Advanced Setting 無法更改設定。 
12. 放置 20mm 的 PMMA 假體於檢查平台上，並注意左右置中，假體與檢查平台下緣切

齊，如下圖。 

 
13. 壓迫板下壓至 OPCOMP 自動停止壓迫。 
14. 將照相模式切換至 AEC 模式，此時因 OPDOSE 模式已決定了 kV，將 AEC segmentation

設定改為”off”後，執行照相。 
15. 於上排選單中選擇 Tools  AEC Region，將在影像中顯示出 AEC 區域，為一小正方

形，應落於 PMMA 假體影像中。 
16. 在 AEC Region 內畫出方形的 ROI，約 10cm × 10cm 大小，如下圖。 

 
17. 記錄平均灰階讀値(Mean)。 
18. 重複步驟 11~17，並分別置放 40mm、60mm 厚的 PMMA 假體。 
19. 結束檢查。 
20. 將所有厚度的 PMMA 假體所量得的像素値取平均値。 
21. 針對每一個 PMMA 厚度，計算出該平均像素値與步驟 20 中算出的總平均值間的相對偏

移量，並記錄其結果。 
22. 由步驟 21 的結果，記錄最大的相對平均值偏移量。 

 



標準： 

AEC 安全性自動切斷功能測驗正常，以確保數位偵測平板無偵測劑量時，由球管產生之無效輻

射劑量不超過 5mAs。 

AEC region 能夠正確圈選： 

- 保持在 PMMA 的影像範圍內。 

- 範圍接近 PMMA 的影像邊緣。 

所有 PMMA 厚度的平均灰階值的變異係數 < 5% 

所有 PMMA 厚度的平均灰階值的最大相對平均值偏移量 < 10%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應在 30 日內查明原因，採取修正改善作為。如果問題來源確定

是因儀器的重要零件引起，在系統恢復正常時，應另執行年度 QC 作業，以確認所有測試結果

均需符合標準。西門子工程師應將此修正改善作為之過程及結果以文件紀錄留存。 



7、數位影像偵測平板之均勻度檢查 
Detector Uniformity 

目的 
 評估量測數位影像偵測平板的均勻性。 

工具 
1. 準直儀壓克力假體。 

2. 24 cm × 30 cm 的低邊壓迫板或高邊壓迫板 (非彈性)。 

 

步驟 
1. 註冊一個新的病人，如基本操作二，並輸入： 

a. Last Name: Test_7 

b. First Name: Detector Uniformity 

c. Patient ID: 檢查當日的時間日期 (例: 201401010900) 

d. 生日DOB: 隨意，例: 05/05,1955 

e. 性別Gender: Other 

2. 影像處理選擇QC-RAW，如基本操作三。 

3. 安裝準直儀壓克力假體。 

4. 安裝壓迫板，並下壓輕觸檢查平台。 

5. 選擇AEC照相模式，28kV、Mo/Mo (基本操作四)。 

Advanced settings: 

 - Grid position …………in 

 - OPCOMP …………off 

 - Auto decompression …off 

 - AEC segmentation …off 

 - Dose Level …………Normal Dose 

6. 執行照相 (基本操作五)。 

7. 選擇方形ROI工具，分別於影像內畫出五個 20×20mm2的方形ROI，如下圖。 

 



8. 繪出的五個方框應移至適當的位置，如前頁圖片所示。另外，可將影像資訊暫時隱藏，

於上方選單中點選View  No Text，以方便讀値及操作。 

9. 計算出五區的灰階值的平均値。 

10. 計算出五區的像素値與總平均值的相對偏移量。 

11. 記錄最大的相對偏移量。 

12. 選擇Mo/Rh、W/Rh並重複步驟6~11。 

13. 結束檢查。 

 
標準： 

最大相對平均値偏移比例 ≤ 7%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應立即查明原因，採取修正改善作為，在此之前，所有檢查作業

必須停止執行。如果問題來源確定是因儀器的重要零件引起，在系統恢復正常時，應另執行年

度 QC 作業，以確認所有測試結果均需符合標準。西門子工程師應將此修正改善作為之過程及

結果以文件紀錄留存。 



 

8、系統機械動作安全性檢測 
Mechanical Tests 

目的 
 確定系統機械功能完善。 

工具 
1. 20mm PMMA壓克力假體。 

2. ACR認證假體。 

3. 24 cm × 30 cm 的低邊壓迫板或高邊壓迫板 (非彈性)。 

步驟 
1. 觀察開機時控制面板的燈號是否正常亮起。 
2. 將系統由最低升至最高，以及操作系統由 0~180 度旋轉及 0~-180 度旋轉。 
3. 維持步驟 2，呈現球管在下、檢查平台在上的狀態，此時操作系統往下移動，檢查系統

是否在撞到地板前自動停止，確認完畢後旋轉系統至原位。 
4. 檢測系統所有的機械動作功能是否順暢及正常。 
5. 檢測所有腳踏板功能是否正常。 
6. 檢測當壓迫壓力大於 30N 時，系統的旋轉及上下動作功能是否無法執行。 
7. 壓下緊急停止開關，確認所有移動功能皆無法執行，且無法執行照相。解除緊急停止開

關後，系統會執行 reset 並顯示確認訊息於 AWS 螢幕上。 
8. 註冊一個病人，並滑鼠左鍵雙擊啟用第一張檢查片。 
9. 檢測 Grid 移動功能：在 AWS 進階設定中選擇 grid in 及 grid out(基本操作 4)。 
10. 檢視壓迫板及 Object Table，應無可能造成病人傷害的銳利邊或細縫處。 
11. 確認操作人員是否清楚輻射防護屏蔽位置。 
12. 檢測壓迫板手動下壓及手動上升是否功能正常。 
13. 開啟自動解除壓迫功能時，當照相結束後，壓迫板是應自動上升；停止使用自動解除壓

迫功能時，此功能亦應正常。 
14. 檢測控制面板上的壓迫板上升鍵是否功能正常。 
15. 檢測緊急解除壓迫功能是否正常。 
16. 壓迫力測試： 

 放置 20mm PMMA 假體於檢查平台上。 
 安裝非彈性的壓迫板。 
 壓迫假體直到壓迫力顯示為 100N。 
 觀察一分鐘後，其壓迫力變動幅度不得超過 10N。 
 移除 PMMA 壓克力假體，擺放 ACR 認證假體於檢查平台上。 
 選擇 OPDOSE 模式，壓迫 ACR 認證假體直到壓迫力顯示為 70N。 
 執行照相。 

 記錄AWS螢幕中所顯示之壓迫厚度，應介於35mm~43mm之間。 

標準：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應在 30 日內查明原因，採取修正改善作為。如果問題來源

確定是因儀器的重要零件引起，在系統恢復正常時，應另執行年度 QC 作業，以確認所有測試

結果均需符合標準。西門子工程師應將此修正改善作為之過程及結果以文件紀錄留存。 



9、取像工作站螢幕檢查 
Acquisition Workstation Monitor Check 

目的 
 確認取像工作站螢幕的成像品質。 

工具 
 SMPTE測試圖像(由Syngo軟體提供)。 

步驟 
1. 清潔工作站液晶顯示器表面，需使用軟性的清潔材質，如棉製品或拭鏡紙。如有必要，

比較難以清除的汙點可適當沾水以便去除污垢。 

2. 選擇在螢幕右側點選「Viewing」工作卡。若是 3MP 的螢幕，直接進行步驟 11。 

3. 打開 Patient Browser，Local Database  Service Images (基本操作六)。 

4. 開啟影像標示為「[1] Technical Images」，點選影像以顯示在螢幕上。 

5. 確認 SMPTE 圖像是整個涵蓋在影像顯示區，例如影像顯示區不可分隔 4 個顯示區塊。 

6. 檢查影像的 Window Width (WW) = 4096，Window Center (WC) = 2048。 

7. 將影像比例調整為 Acquisition Size (基本操作七)，並可將文字顯示取消(View  No 
Text)。 

8. SMPTE 圖像中間顯示一系列正方形灰階，像素値從黑(0%)到白(100%)，0%和 100%正方

形內包含有一個小正方形，小正方形內分別代表 5%和 95%灰階，必須要可識別(見下

圖)，5%小正方形有一點難辨識是正常的，假使看片條件不佳時，可將環境光源調暗再

檢查一次。 

 



9. 確認顯示器有無雜訊條紋、閃爍、陰影。 
10. 檢查四個角落各自的 6 塊正方形，其垂直與平行交替的黑白條紋應與最中央的 6 塊正方

形的清晰度一致：可清楚分辨出由寬到窄(6 pixels、4 pixels、2 pixels)的垂直及水平黑白

條紋對比，若測試影像內的高對比條紋可清晰辨識，則此螢幕的空間解析度及失真度可

判定在可接受的限度內，如下圖紅框處。 

 
 

11. 選配 3MP 顯示器--- 
a. 打開 Patient Browser  Local Database  SMPTE Image  IQ。 
b. 點選工具欄內的「Reenter examination」，如下圖紅框處。 

- 點選的「IQ」此 study 將載入至檢查模式。 
- 兩張影像將顯示在右下角「Images」欄。 

 
 

c. 確認 Window Width (WW)值為 4096 及 Window Center (WC)值 2048。點選上方選

單中「Image 」 「Acquisition Size」，使影像以「Acquisition Size」呈現。 

 



d. SMPTE 圖像中間顯示一系列正方形灰階，灰階值從黑(0%)到白(100%)，0%和

100%正方行內包含有一個小正方形，小正方形內分別代表 5%和 95%灰階，必須

要可識別(見下圖)，5%小正方形有一點難辨識是正常的，假使看片條件不佳時，

可將環境光源調暗再檢查一次。 

 
e. 確認顯示器有無雜訊條紋、閃爍、陰影。 
f. 檢查四個角落各自的 4 塊正方形，其垂直與平行交替的黑白條紋應與最中央的 4

塊正方形的清晰度一致：可清楚分辨出由寬到窄(2 pixels、1 pixel)的垂直及水平

黑白條紋對比，若測試影像內的高對比條紋可清晰辨識，則此螢幕的空間解析度

及失真度可判定在可接受的限度內，如下圖紅框處。 

 
g. 兩旁的灰階度應呈現平穩的漸進變化，不應該看到有突兀的灰階對比，如上圖藍

框處。 

 

12. 結束檢查(基本操作八)。 



標準： 

 5% 及 95% 的正方形區域應該能識別(如無法識別，可調整顯示器之亮度及對比值後再重

複檢查 9：取像工作站螢幕檢查。印表機之品保測試必須遵循印表機/雷射洗片機製造商

的規範)。 
 四個角落及中間區域的黑白條紋圖像須可清晰辨別。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問題原因需在下一次判讀影像前確認並採取修正作為。 



 

10、非年度QC之工作查核 
Site Audit / Evaluation of Radiologic Technologist QC Program 

 

目的 
 確認非年度QC測試的條件與執行結果是否符合標準。 

步驟 
1. 列出臨床常使用的壓迫板於表格。 
2. 列出臨床常使用的照相技術。 
3. 列出認證假體所使用的照相條件。 
4. 列出臨床上會使用的其他靶極/濾片組合。 
5. 檢查非年度之QC作業是否按規定實施。 

 



 

11a、準直儀、無感區域及壓迫板評估 
Collimation, Dead Space and Compression Paddle Position 

目的 

 確保準直儀所限縮的照野範圍不會大量超出影像偵測器的有感區域。 
 確保胸壁側的X光無感區域範圍≤5mm。 
 確保所有臨床一般檢查所使用的標準壓迫板(不包含彈性)、Mag.、Mag.Spot等選配的壓

迫板)，都能夠完整地呈現胸壁側組織。 

工具 
1. 硬幣七枚。 

2. 尺規。 

3. 24 cm × 30 cm 的低邊壓迫板或高邊壓迫板 (非彈性)。 

4. 傳統片匣或CR片匣(24cm×30cm或更大)。 

 

步驟 
1. 註冊一個新的病人，如基本操作二，並輸入： 

a. Last Name: Test_11 

b. First Name: Chest Wall Missed Tissue 

c. Patient ID: 檢查當日的時間日期 (例: 201401010900) 

d. 生日DOB: 隨意，例: 05/05,1955 

e. 性別Gender: Other 

2. 影像處理選擇QC-RAW，如基本操作三。 

3. 選擇AEC照相模式，28kV、常用之陽極靶及濾片組合(基本操作四)。 

Advanced settings: 

 - Grid position …………in 

 - OPCOMP …………off 

 - Auto decompression …off 

 - AEC segmentation …off 

 - Dose Level …………Normal Dose 

 

4. 安裝24cm×30cm壓迫板。 

5. 確認X光球管位置位於0度。 

 

 

 

 



 

6. 確認3號硬幣(見圖B)邊緣與檢查平台的胸壁側邊緣切齊後以膠帶暫時黏貼固定，如圖

A。 

(圖A) 

(圖B) 

7. 將5號硬幣(見圖B)以膠帶固定在24cm×30cm的壓迫板下方，硬壁邊緣切齊壓迫板胸壁側

邊緣，如圖B。 

8. 將傳統底片片匣或CR片匣放置在檢查平台上，並且斜放使得四邊的中心點均可被涵蓋在

片匣接收範圍，如圖B所示。 

9. 安裝24cm×30cm壓迫板，並且將壓迫板移至距離檢查平台上方4-5cm。 

10. 開啟光照野燈光。 

11. 置放四枚硬幣(1號、2號、4號、6號)在底片或片匣上，並切齊光照野邊緣，置放另一沒7
號硬幣於底片或片匣上(定位用)，如圖B所示。 

12. 點擊兩下第一張影像，可開始檢查作業。 

13. 傳統片匣使用臨床照相條件25kV，28mAs(靶極/濾片組合請參照Test10:非年度QC工作查



核)，CR片匣使用類似照相參數(依據實際使用之經驗，CR片匣需要較高之曝露條件，建

議向CR原廠確認條件)。 

14. 洗出底片並註記使用何種靶極/濾片組合。 

15. 在取像工作站(AWS)的螢幕上，使用Tools  Distance 距離量測工具，分別量測出並記

錄以下長度： 

16. 假如臨床上有使用其他靶極/濾片組合，選擇另一靶極濾片組合，25kV，28mAs，重複步

驟7~15。 

17. 移除所有硬幣，除了3號硬幣以外。 

18. 將5號硬幣以膠帶固定於24cm×30cm壓迫板下，硬壁邊緣切齊壓迫板邊緣，置放另一枚7
號硬幣置放於檢查平台上。 

19. 安裝24cm×30cm壓迫板，並且將壓迫板移至距離檢查平台上方4-5cm。 

20. 以25kV、28mAs的曝光條件並以臨床使用的靶極/濾片組合(參照Test10:非年度QC工作查

核所記錄的組合)執行照相。 

21. 在取像工作站(AWS)的螢幕上，量側長度e和y，並記錄於表格內。 

22. 假如臨床上有使用其他靶極/濾片組合，選擇另一靶極/濾片組合，25kV，28mAs，重複

步驟20~21。 

23. 安裝所有其他臨床上使用的24×30或18×24的低邊或高邊壓迫板(非彈性)，重複步驟

18~22。 

24. 結束檢查。 

 

標準： 

 無感區必須 ≤ 5mm 
 X 光照野和準直儀光照野的誤差(對側之總和) ≤ 2% SID (13mm) 
 X 光照野超過 Detector 的有感區域部分(任一側) ≤ 2% SID (13mm) 
 X 光照野在胸壁側不得小於影像接收裝置的範圍。 
 壓迫板於胸壁側超過 Detector 的有感區域的範圍≤ 1% SID (6.5mm) 
 影像中不可看到壓迫板的胸壁側。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應立即查明原因，採取修正改善作為，在此之前，所有檢查作業

必須停止執行。如果問題來源確定是因儀器的重要零件引起，在系統恢復正常時，應另執行年

度 QC 作業，以確認所有測試結果均需符合標準。西門子工程師應將此修正改善作為之過程及

結果以文件紀錄留存。 

 

公式補充說明： 

 X 光照野與準直儀光照野範圍距離誤差：a= f – e。 

 X 光照野與 Detector 接收範圍距離誤差：b= f – g。 

 為右側 a， 為左側的 a， 為 Nipple side 的 a， 為 Chest Wall Side 的 a。 

 為右側 b， 為左側的 b， 為 Nipple side 的 b， 為 Chest Wall Side 的 b。 



 如果 a 的值為正，則 X 光範圍大於光照野範圍；反之則小於。 

 如果 b 的值為正，則 X 光範圍大於 Detector 接收範圍；反之則小於。 

 α=e-x，即為 X 光在胸壁側的無感區，此值應介於 0~5mm 為符合標準。 

11a、準直儀評估使用 Unfors DXR 
Collimator Assessment with Unfors DXR 

目的 

 確保準直儀所限縮的照野範圍不會大量超出影像偵測器的有感區域。 
 確保胸壁側的X光無感區域範圍≤5mm。 
 確保所有臨床一般檢查所使用的標準壓迫板(不包含彈性)、Mag.、Mag.Spot等選配的壓

迫板)，都能夠完整地呈現胸壁側組織。 

工具 
1. DXR Ruler。 

2. 24 cm × 30 cm 的低邊壓迫板或高邊壓迫板 (非彈性)。 

3. 光度計。 

 

步驟 
1. 註冊一個新的病人，如基本操作二，並輸入： 

a. Last Name: Test_11 

b. First Name: Chest Wall Missed Tissue 

c. Patient ID: 檢查當日的時間日期 (例: 201401010900) 

d. 生日DOB: 隨意，例: 05/05,1955 

e. 性別Gender: Other 

2. 影像處理選擇 QC-RAW，如基本操作三。 

3. 安裝24cm×30cm壓迫板。 

4. 移除保護面罩。 

5. 確認X光球管位置位於0度。 

6. 開啟光照野燈光。 

7. 置放DXR於檢查平台上，將壓迫板輕壓在DXR上並確認刻度0的位置切齊光照野邊緣，

如下圖中1的位置。 



 
8. 再將壓迫板移到檢查平台上方4~5cm。 

9. 選擇Manual照相參數：35kV、Mo/Mo、100mAs，執行照相。 

10. 觀察DXR上所顯示的刻度並記錄在表格上。 

11. 在取像工作站的螢幕上，調整適當的Window Level，記錄影像上的數字刻度，如下圖。 

 
12. 重複步驟 7~11 測量其他三個邊。 
13. 選擇 W/Rh，重複步驟 7~12 測量完四個邊。 
14. 將硬幣置於檢查平台上，確認硬幣邊緣與檢查平台之 Chest wall 邊緣對齊。 
15. 以 Mo/Mo，27KV，50mAs 條件執行照相。 
16. 調整至適當的 W/W，W/L，放大影像 2 倍或以上，分別測量硬幣直徑及邊緣至被切掉處

之長度，紀錄胸壁側 Table 邊緣的無感區域。 
17. 將 5 號硬幣以膠帶固定於 24cmx30cm 壓迫板下，硬幣邊緣切齊壓迫板邊緣，置放另一枚

7 號硬幣置放於檢查平台上。(參考圖 B) 
18. 安裝壓迫板，調整壓迫板高度至約 4-5cm。 
19. 使用臨床照相條件 25KV，28 mAs(靶極/濾片組合請參照 Test10:非年度 QC 工作查核) 。 
20. 在取像工作站(AWS)的螢幕上，量測長度 e 和 y，並紀錄於表格內。 
21. 假如臨床上有使用其他靶極/濾片組合，選擇另一靶極/濾片組合，25KV，28mAs，重複

步驟 19~20。 
22. 逐次選擇所有其他使用的 24x30 壓迫板或 18x24 低邊或高邊壓迫板(非彈性的)，重複步

驟 17~21。 
23. 結束檢查。 

標準： 



 無感區必須 ≤ 5mm 
 X 光照野和準直儀光照野的誤差(對側之總和) ≤ 2% SID (13mm) 
 X 光照野超過 Detector 的有感區域部分(任一側) ≤ 2% SID (13mm) 
 X 光照野在胸壁側不得小於影像接收裝置的範圍。 
 壓迫板於胸壁側超過 Detector 的有感區域的範圍≤ 1% SID (6.5mm) 
 影像中不可看到壓迫板的胸壁側。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應立即查明原因，採取修正改善作為，在此之前，所有檢查作業

必須停止執行。如果問題來源確定是因儀器的重要零件引起，在系統恢復正常時，應另執行年

度 QC 作業，以確認所有測試結果均需符合標準。西門子工程師應將此修正改善作為之過程及

結果以文件紀錄留存。 

 



12、半值層測量極輻射輸出劑量率 
HVL and Radiation Output 

目的 

 測得X光球管半值層(Half Value Layer)，半值層數據會使用於平均乳腺劑量的計算。 
 當操作於28kV，Mo/Mo標準照相條件下，測量系統的輻射輸出率。 

工具 
1. 經校正的乳房攝影用輻射劑量計。 

2. 厚度2mm鋼板。 

3. 24 cm × 30 cm 的低邊壓迫板或高邊壓迫板 (非彈性)。 

4. 厚度0.2~0.6mm、純度99.9%的鋁片。 

 

步驟 
1. 註冊一個新的病人，如基本操作二，並輸入： 

a. Last Name: Test_12 

b. First Name: HVL 

c. Patient ID: 檢查當日的時間日期 (例: 201401010900) 

d. 生日DOB: 隨意，例: 05/05,1955 

e. 性別Gender: Other 

2. 影像處理選擇QC-RAW，如基本操作三。 

3. 選擇Manual照相模式，28kV、50mAs、靶極濾片組合 Mo/Mo (基本操作四)。 

Advanced settings: 

 - Grid position …………in 

 - OPCOMP …………off 

 - Auto decompression …off 

 - AEC segmentation …off 

 - Dose Level …………Normal Dose 

4. 安裝24cm×30cm壓迫板。 

5. 再將壓迫板昇至最高，並且將2mm鋼板放在檢查平台上。此項檢查全程必須將鋼板放在

Table上。 

6. 將劑量計放置在鋼板上，使用準直儀光照野確認劑量計於X光照野內。 

7. 滑鼠左鍵點擊兩下第一張影像。 

8. 執行照相，並記錄輻射劑量計上所量到的劑量於表格內。 

9. Mo/Mo: 置放0.3mm 鋁片於壓迫板上方，Mo/Rh: 置放0.4mm 鋁片於壓迫板上方，W/Rh: 
置放0.5mm 鋁片於壓迫板上方，確認鋁片能夠涵蓋整個輻射劑量計的偵測區。 

10. 執行照相，並記錄讀值及鋁片厚度。 

11. 再放置0.1mm鋁片於壓迫板上方。 



12. 重複步驟10、11，直到輻射劑量計讀值少於步驟8(第一次沒有放鋁片時)讀值的一半。 

13. 移除所有鋁片，再執行照相並記錄輻射劑量計讀值，假如讀值與第一次的讀值相比超過

2%的誤差，重作步驟8。 

14. 使用其他的靶極/濾片組合，重複步驟7~13。 

15. 將輻射劑量計放置在距離鋼板上方45mm處，使用準直儀光照野確認劑量計於X光照野

內。 

16. 以28kV、400mAs、Mo/Mo執行Manual照相，並記錄輻射暴露劑量及曝光時間於表格。 

17. X光曝光時間可由Image Attributes讀取，如右圖。  

18. 計算X光輸出劑量率。 

 
19. 結束檢查。 

20. 使用公式計算每一靶極/濾片的半值層並記錄於表格。 
 

標準: 

 X 光輸出的每秒空氣克馬率必須 ≧7mGy / s 或 800mR/s。 

 所有的靶極/濾片組合 HVL 比須≧ kVp/100。 

 第一次與最後一次照相，沒有鋁片時的讀值，偏差不得超過 2%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應在 30 日內查明原因，採取修正改善作為。如果問題來源確定

是因儀器的重要零件引起，在系統恢復正常時，應另執行年度 QC 作業，以確認所有測試結果

均需符合標準。西門子工程師應將此修正改善作為之過程及結果以文件紀錄留存。 

Anode/Filter 
HVL value at 28KVp 

(KVp/100) 

Mo/Mo ≧0.28 

Mo/Rh ≧0.28 

W/Rh ≧0.28 



13、管電壓測量及再現性測試 
Tube Voltage Measurement & Reproducibility 

目的 
 確認kVp儀表所量測的管電壓準確性。 

工具 
1. 經校正的乳房攝影X光能量的非侵入式kVp儀表。 

2. 厚度2mm鋼板。 

3. 24 cm × 30 cm 的低邊壓迫板或高邊壓迫板 (非彈性)。 

 

步驟 
1. 註冊一個新的病人，如基本操作二，並輸入： 

a. Last Name: Test_13 

b. First Name: Tube Voltage 

c. Patient ID: 檢查當日的時間日期 (例: 201401010900) 

d. 生日DOB: 隨意，例: 05/05,1955 

e. 性別Gender: Other 

2. 影像處理選擇QC-RAW，如基本操作三。 

3. 選擇Manual照相模式，28kV、50mAs、靶極濾片組合 Mo/Mo (基本操作四)。 

Advanced settings: 

 - Grid position …………in 

 - OPCOMP …………off 

 - Auto decompression …off 

 - AEC segmentation …off 

 - Dose Level …………Normal Dose 

4. 確定系統開機至少15分鐘以上。 

5. 安裝24cm×30cm壓迫板。 

6. 將2mm鋼板置放在檢查平台上。 

7. 將kVp計量表置放在鋼板上，並根據kVp計量表製造商建議放於正確位置(另一種的做

法：將kVp計量表置放於壓迫板上方並盡量靠近X光射源，置放偵測sensor於射束中央)。 

8. 點擊兩下第一張影像的圖示。 

9. 執行四次曝光照相，並記錄量測結果於表格內。 

10. 接著以50mAs、Mo/Mo為前提，分別以26kVp、28kVp、30kVp、32kVp和34kVp個別曝

光照相一次，並記錄結果於表格內。 

11. 結束檢查。 

 

 



標準： 

 準確性：kVp實際測量直與kVp設定值的誤差應於 ±5%以內。 
 再現性：kVp的變異係數應 ≤ 2% 

 
 

如果測試結果未達合格標準，應在 30 日內查明原因，採取修正改善作為。如果問題來源確定

是因儀器的重要零件引起，在系統恢復正常時，應另執行年度 QC 作業，以確認所有測試結果

均需符合標準。西門子工程師應將此修正改善作為之過程及結果以文件紀錄留存。 



 

閱片工作站的品保程序 

1. 前置準備作業 
Prerequistes  

注意:在驗收測試前，維修技術人員應依據DICOM 3.14 曲線執行高解析度螢幕的校正。 
 
建議修正行動: 
只要有一個結果未能達到本手冊所描述的測試標準，在執行檢查前應先進行調查 
與修正，工程師應提出適當的修正行動。 
如果測試符合標準，但在最新的測試過程中發現明顯的退化，該系統可以繼續使用，而退化的

清況在30日內應告知工程師並建議採取修正措施。 
 
工具需求： 

1. 由Service Images 可找到以下Studies:  
 I. TG18_anatom (TG18-CH, TG18-KN, 2x TG18-MM)  
 II. TG18_multi   (2x TG18-QC, TG18-BR, TG18-PQC)  
 III. TG18_lumin (TG18-LN12-01 to TG18-LN12-18, TG18-UN10, TG18- UN80,  
         TG18-UNL10, TG18-UNL80)  
 IV. TG18_noise  (TG18-AFC)  
 V. TG18_resol    (TG18-RH10/50/89, TG18-RV10/50/89, TG18-PX,  
         TG18-CX, TG18-LPH10/50/89, TG18-LPV10/50/89)  
 VI. SMPTE (Technical Images)  
2.  亮度計 
3.  照度計 
4.  放大鏡 
下列的測試中，只有使用到TG18_nosie, TG18_lumin及TG18_Multi。 
 
清潔Monitor：  

目的：確保影像顯示器表面無灰塵、油酯(如指紋)，可進行診斷作業。 

工具：抹布，溫和清潔劑。 

步驟： 

清潔影像顯示器表面，使用軟的清潔材質，如棉製品或拭鏡紙。比較頑強無法清潔的汙點，以

將清潔材質部分沾水弄濕增加汙點清潔能力。 
 
注意: 
不可使用清潔劑噴嘴對顯示器噴灑，清潔液不能滲透到工作站及顯示器。 

 
開始步驟: 



在接收測試前建議應遵循下列步驟: 
1. 查看供應商所交付的全部文件。 
2. 確認需要工具的可用性。 
3. 檢查顯示器的位置。 
4. 按照開始程序步驟。 
5. 紀錄環境亮度基準。 
6. 確認Lmax及Lmin，和對比設定。 
 

評估Monitor 置放位置： 
 
1. 影像顯示器置放的位置，應避免位於有反光光源的地方，如天花板照明燈具、看片燈箱、

手術燈等。在一般習慣的觀看位置不應該看到這一類的光源反射在顯示器面板上。 
2. 顯示器置放的高度應符合人體工學避免頸部與背部彎曲，影像顯示器中心閱讀的位置，應

稍微底於視線高度。 
 

 
登入步驟: 
 
1. 假如Mammo Browser或高解析度螢幕開啟的話，請關閉它。在Patient Browser選擇Patient的

Service Image。 

 
注意: 假如沒有看見Service Images.請重新開機即可。 
 
開始步驟: 
在執行測試之前，顯示器必須開機至少30 分鐘以上，此外，顯示器必須達到基本顯示功能(可
開啟TG-18QC 影像，執行快速檢查)。 
1. Patient Browser 選擇Service Images – TG18_multi ，並點選View Now 按鍵(如圖D1)。 

2. 在工具列上點選Single Tiling 按鍵。 

3. 選擇Actual Pixels 使其呈現實際畫素在顯示器上。 



 
測試圖像可明顯區分共16 個方形灰階Luminance Steps，左右兩邊的連續灰階Bar，是否為連續

灰階而不間斷，圖像應無明顯假影、髒污、模糊或閃爍。在螢幕內的圖像大小與位置合宜。 
測試圖像應置放在顯示器的有效顯示區域，圖像的所有邊緣應可見，顯示器上的灰塵汙點將會

吸收反射及折射光，而可能導致錯誤的測試結果。 
測試顯示器裝置前，應確認顯示器面板是乾淨的，如果不乾淨，應遵循製造商的建議作清潔動

作。 
 

 

 
 



 

1.反射(每日)  

Reflection  

評估方式: 

鏡面的反射特性 

關閉顯示器電源開關。 
顯示器狀態必須在節能模式或是關閉電源的情況下，以有效及簡單的目視方式觀察顯示器，週

遭的光源必須維持在正常的使用情況下，以距離螢幕 50cm 處，±15°檢視影像顯示器表面，若

看得到顯示器鏡面反射光或其他光源，則此影像顯示器的位置並不適當，必須調整位置。 

 

標準: 

檢視房間亮度是否應當降低，顯示器內不可看見高對比物體反光，若看得到諸如窗戶或閱片箱

的光源，則此影像顯示器的位置並不適當，如果看見高對比圖像，例如白色襯衫上的名牌或是

牆上的一幅畫像，則房間裡的周遭照明應該調低。 

 



 

2.整體評估(每日)  

Overall Evaluation  
步驟： 
1. Patient Browser 選擇Patient 的Service Images – TG18_multi ，並點選View Now 。 

2. 在工具列上點選Single Tiling 按鍵。 

3. 選擇Actual Pixels 使其測試影像之每一畫素以實際大小呈現於閱片螢幕上顯示。 
 
評估方式: 
除了測試顯示器對於顯示特定影像品質特性之外，系統的影像品質也能用全面性的視覺/量化方

式而確認。使用多功能測試圖像TG18_multi執行整體評估。 
測試影像之每一畫素與螢幕上的每一顯示畫素必須相同，由以上方式評估藉著多功能圖像

(TG18_multi)表現的測試結果作為品質管理的基礎。 
 
使用TG18-QC 圖像評估: 
TG18-QC測試圖像用來評定整體顯示系統的影像品質，請參閱以下建議 
1. General image quality and artifacts: 評估圖像的整體顯現，紀錄任何異常的條紋圖像或是

假影，尤其在由黑到白及由白到黑的轉變，確認漸層影像區域呈現連續沒有任何的輪廓線

條出現。 
2. Geometrical distortion:確認圖像在螢幕中央檢視圖像的邊緣及線條都可清楚辨識，線條筆

直。 
3. Luminance, reflection, noise, and glare: 檢視可否明顯區分共16 個方形灰階，亦須能辨識出

5%灰階及95%方形灰階，在有環境光源及沒有環境光源的情況下，檢視16個方形灰階裡的

每一個灰階四個角落都有低對比方塊是否清晰。 
4. Resolution:檢查影像中間及四個角落的Cx 圖案與參考基準分數相比進行評分;確認影像中

間及四個角落Line Pair的圖像可辨識。 
 



 



 

3.亮度反應(每半年) 

Luminance Response  

步驟： 

1. Patient Browser 選擇Patient 的service Image的TG18_lumin ，並點選View Now 。 

2. 在工具列上點選Single Tiling 按鍵以顯示TG18-LN12-01及02在高解析度螢幕上 
3. 在MammoNavigator，移動左邊測試影像TG18-LN12-01到右邊 

 
4. 在影像上按右鍵並將影像移至螢幕中心。 
5. 選擇測試圖像TG18-LN12-18直到TG18-LN12-18出現在左邊。 
6. 在MammoNavigator，移動左邊測試影像TG18-LN12-18到右邊。 

         
7. 在影像上按右鍵並將影像移至螢幕中心。 
 
環境亮度基準: 

為了達到所需的低反射，環境的照明須低於最大限制值。 

檢查環境照度低於此上限，測試環境條件應在平常使用設備的情況下，紀錄顯示器固定的方向

及位置(參考點:如顯示器的面板中心位置)的環境亮度，測試時應能固定於同一參考點。 



假如沒有顯示器製造商的建議值，我們建議調整環境照度低於10lux。 

 
最大及最小亮度設定: 
在評估顯示系統的影像品質之前，必須先檢查確認顯示器已正確設定最大亮度及最小亮度，這

些數值應依據所期望的亮度和對比及系統的反射特性，並且配合閱片環境的照明。 
以Luminance meter 測量螢幕圖像TG18-LN12-01，並記錄下Lmin值。 
以Luminance meter 測量螢幕圖像TG18-LN12-18，並記錄下Lmax值。 
顯示器影設定在正確的Lmin及Lmax，假如Lmin及Lmax的數值低於標準建議值，在測試影像品

質之前應先檢修完成。 
Lmin 建議值應≦1.0 cd/m2。 

Lmax 建議值應≧250 cd/m2。 

LR = Lmax / Lmin 值≧250。
 

 
評估方式: 
開啟TG18-LN12-01，以Luminance meter 測量螢幕中心並記錄下Lmin 值，另開啟TG18-LN12-
18，測量螢幕中心並記錄下Lmax 值。執行平貼方式量測。 
 
標準:  

 
若顯示器設備檢測結果未達到這些標準，應該重新校正、維修、或更換顯示器。 

Lmax 一般是由製造廠商定義，以不影響影像品質特性(如使用年限及解析度)的最高值作為建議

值。左右螢幕的最大亮度值差異不應超過 10%。 

Lmin 與上述的 Lmax 作計算為期望的亮度比(LR=Lmax/Lmin)，如果沒有製造商的建議值，則

建議亮度比要等於或大於 250，這樣的亮度比可以讓眼睛有適度的反應，也維持了影像所有的

對比資訊。 

週遭環境光線會影響顯示器低亮度反應，也降低設備有效亮度比，所以必須對 Loff 做限制，以

防室內光線的變動改變了影像暗區的對比度。對於主要用於判讀乳房攝影 X 光片之顯示器裝置

Loff 應該要小於 0.6Lmin。必要時，應調整環境來降低室內光線以得到夠小的 Lamb。 

1. 建議Lmin 值應≦1.0 cd/m
2
。 

2. 建議Lmax 值應≧250 cd/m
2
。 

3. LR = Lmax / Lmin 值應≧250。 
4. 左右兩螢幕之Lmax值的差異應≦10%。 



 

 

 

 

 

 

 

 

 

 

 

 

 

 

 

 

 

 



4.亮度一致性(每半年) 

Luminance Uniformity  

步驟： 

1. Patient Browser 選擇Patient 的service Image的TG18_lumin ，並點選View Now 。 

2. 在工具列上點選Scroll Page Forward 按鍵兩次。 

3. 在工具列上點選Single Tiling 按鍵顯示TG18-LN12-17及TG18-LN12-18在高解析度螢

幕。 

4. 在工具列上點選Scroll Page Forward 按鍵兩次顯示TG18-UNL10及TG18-UNL80在高解析

度螢幕。 
5. 在MammoNavigator，移動左邊測試圖像TG18-UNL10到右邊。 

     
6. 在影像上按右鍵並將影像移至螢幕中心 

7. 在工具列上點選Scroll Page Forward 按鍵兩次顯示TG18-UNL10及TG18-UNL80在高解析

度螢幕。 
8. 在MammoNavigator，移動左邊測試圖像TG18-UNL80到右邊。 
9. 在影像上按右鍵並將影像移至螢幕中心。 
 
評估方式: 
使用TG18-UNL10及TG18-UNL80測試圖像，以光度計測量顯示器面板上的五個區塊(中間及四

個角落)，假如使用類似伸縮望遠鏡的光度計必須裝上錐狀物體以防止光的反射。 

 
 
標準: 

顯示器最大亮度誤差值依據國家的標準規範訂定，例如AAPM的誤差值應低於30%，建議依據

當前的顯示技術訂定最大的容許限度值。 

測量結果如果大於容許範圍則需要執行修正，例如重新校正、維修或更換顯示器等工作。 



 

計算(Lmax-Lmin) / Lcenter 值應≦30%。 

 



 

5.解析度(每半年) 

Resolution  

步驟： 

1. Patient Browser 選擇Patient 的Service Images – TG18_multi ，並點選View Now 。 

2. 在工具列上點選Single Tiling 按鍵顯示。 

3. 選擇Actual Pixels 使其測試影像之每一畫素以實際大小呈現於閱片螢幕上顯示。 
 
評估方式: 
 
顯示器解析度可以使用TG18-QC的”Cx”圖案以目視方式評估，以這方式確認顯示圖像，測試影

像之每一畫素與螢幕上的每一顯示畫素必須相同是此測試中最重要的，使用數位放大將影響實

際畫素大小之判讀。 
建議使用放大鏡，觀看評估TG18-QC影像，包含顯示器的中間及四個角落的”Cx”圖案，並紀錄

評分(0是最清晰的參考圖案，-2到9是參考圖案模糊程度的表示方式) 。水平及垂直之高解析度

對比線對圖像也要能夠辨識。 
 
標準: 
 
以目視檢視使用TG18-QC測試圖像的顯示螢幕，Cx圖案在任一點位置分數應在0-4分間，水平

及垂直之高解析度對比線對圖像也要能夠辨識。 
 

 



 

6. 雜訊(每半年)  
Noise 

步驟： 

1. Patient Browser 選擇Patient的Service Image 的TG18_noise，並點選View Now 。 

2. 點選工具列的Single Tiling按鍵 。 
3. 在MammoNavigator，將測試影像TG18-AFC由左移到右。 

         
4. 在影像上按右鍵並將影像移至螢幕中心。 

 
評估方式: 
使用目視法評估螢幕之空間雜訊，以目視 TG18-AFC 測試圖像內不同區塊中不同大小及亮度的

圖點來作評估。 
測試圖像的每個象限內包含許多小區塊，每個區塊中皆包含相同對比與大小但位置不盡相同之

指標圖點。 
以距離螢幕 30-50cm 觀看圖像，如果可以正確的識別該象限內全部指標圖點即可得分。 
 
標準: 

圖像的四個象限區塊中至少其中三個象限區塊的所有白點是可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