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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品保測試 Daily Quality Assurance 

1.目視檢查 （Visual inspection） 

(一)目的：以目視方式檢視整個電腦斷層掃描儀系統的功能是否正常。 

(二)建議實施頻率：每日。 

(三)測試所需設備：無。 

(四)測試步驟： 

1.目視定位（機架）雷射燈功能是否正常。  

2.目視所有指示燈及操作電腦功能是否正常，包含輻射使用中、儀表面版…等。  

3.測試指示病人的揚聲器功能是否正常。  

4.目視監控病人的攝影機、監視器等功能正常。  

5.門打開狀況下，安全連鎖裝置應使機器無法照射。 

6. 紀錄測試結果。 

(五)效能判定準則： 

前述各項檢查功能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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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雷射與影像切面之相對位置一致性 (Alignment of lasers with the center of imaging 

plane ) 

(一)目的： 
1.確保機架雷射與定位雷射相對關係一致性及中心軸位置準確性。 
2.依照臨床程序，確保定位用雷射與影像切面之相對位置吻合。 

(二)建議實施頻率：每日或使用者對雷射與影像切面之相對位置有疑慮時。 

(三)測試所需設備：方格紙、原廠假體或可執行同功能測試之假體。 
(四)測試步驟： 

1. 以方格紙協助確認左、右及天花板定位雷射在水平及及垂直方向的吻合度，中心

軸位置偏差小於容許值。 

2. 取含有不大於 2 mm 孔洞（圖一）或小於等於 2 mm 標記物之測試假體（圖二），

將此假體置於定位雷射下，調整假體至水平位置，移動檢查床固定距離使機架雷

射通過標記物所在之平面。 

3. 使用最小射束寬度，以適當管電壓及管電流乘積進行曝露，執行軸狀掃瞄。  

4. 檢視正中間 CT 掃瞄影像是否可以清楚的從螢幕上辨識出標記物。 

5. 紀錄分析結果。 

(五)效能判定準則： 

1.三軸定位雷射吻合度及中心軸偏差需在二毫米(mm)以下。 

2.影像上需可看到標記物（圖三及四）。 

 

 

 

 

 

 

 
圖一、原廠假體                  圖二、測試假體                     

 

 

 

 

 

 

 

圖三、原廠假體 CT 影像           圖四、測試假體 CT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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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假體影像 CT 值準確度及假影評估 (Water CT number accuracy and artifact 

evaluation) 

(一)目的：確保水假體掃瞄影像 CT 值之準確度及影像中無假影。 

(二)建議實施頻率：每日或使用者對水假體影像 CT 值準確度及假影有疑慮時。 

(三)測試所需設備：電腦斷層設備廠商所提供或其他市售直徑約20公分至30公分之均質

水(或等效水)假體。 

(四)測試步驟： 

1.將假體固定於檢查床上，移動治療床使假體位於機架中心，並將水層厚度一半對準切

片位置。 

2.以常規成人腹部掃描條件進行測試：使用軸狀掃描模式(axial scan mode)，設定適當的

照野範圍以便將整個測試假體完整包含在內，其大小建議為假體直徑加1公分。  

（1）水CT值準確度測試：掃描後使用面積約400平方毫米之圓型區域在影像中心區

域內測量平均CT值(多切面機型將取得影像組選取中間影像進行評估)。 

（2）假影測試： 

(a)單切面機型：使用最大射束寬度，影像重組厚度比照最大射束寬度；多切面

機型：在最大的射束寬度設定下，選用最小的切片厚度（Ｔ），影像重組厚

度設為Ｔ。 

(b)在窗寬為100，窗高為0的條件下先確認重組後每張影像是否有假影。 

 3.紀錄分析結果。 

 (五)效能判定準則： 

1. 所有影像無明顯假影(如：條狀、環狀假影等)。 

2. 水的 CT 值介於-7 至 7 HU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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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品保測試 Monthly Quality Assurance 

4.擷像工作站影像顯示器評估(Acquisition display devices evaluation) 

(一)目的：確保擷像工作站之螢幕的品質符合標準 

(二)建議實施頻率：每月、更換顯示器或使用者對顯示器影像有疑慮時。 

(三)測試所需設備： 

1. Society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Engineers (SMPTE)測試圖（圖五）或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sts in Medicine(AAPM) TGl8-QC 測試圖（圖六）。 

 

圖五、SMPTE 測試圖            圖六、TG18- QC 測試圖 

(四)測試步驟：以下兩測試圖擇一測試 

1.擷像工作站之SMPTE測試 

（1）將SMPTE測試圖顯示在控制檯螢幕，並依廠商建議設定其窗寬/窗高。 

（2）評估下列項目：  

a.0%~5%及95%~100%之低對比方塊是否清楚可分辨。 

b.0%至100%十一個灰階方塊是否皆清楚可分辨。 

c.用肉眼觀察螢幕的性能，是否有可見的條紋假影、失真與陰影。  

d.於四個角落及中間之高低對比線對，皆能分辨從最寬至最窄的線對。 

2.擷像工作站之TG 18-QC測試 

（1）一般影像品質與假影：評估此測試影像的整體呈現。注意任何非均勻亮度之區域

或假影，特別是在白至黑或黑至白的轉換，確認漸層條紋顯示為連續、平順，且

無任何輪廓線。  

（2）幾何扭曲：測試影像需位於此螢幕有效區域之中央位置，無傾斜及偏移。測試影

像的邊緣與線條清晰可見，平直無扭曲。  

（3）光度、反射、雜訊與炫光：確認每個相鄰灰階及5%與95%方塊可清楚分辨。分別

在臨床操作環境進行測試，確認低對比度之文字及16個灰階方塊，包括角落之灰

階方塊，皆要清楚可見。  

（4）解析度：中心及角落小Cx測試圖與標準Cx參照圖比較。同時確認中央與角落的高

低對比線對之可見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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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效能判定準則：  

1. SMPTE測試 

（1）0%~5%之低對比方塊需清楚可分辨。 

（2）95%~100%之低對比方塊需清楚可分辨。 

（3）0%~100%十一個灰階方塊皆應清楚可分辨。 

（4）測試影像的邊緣與線條清晰可見，平直無扭曲。 

（5）於四個角落及中間之高低對比線對，皆能分辨。 

 

2. TGl8-QC測試 

（1）0%~5%之低對比方塊需清楚可分辨。 

（2）95%~100%之低對比方塊需清楚可分辨。 

（3）十六個灰階方塊及角落之灰階方塊皆清楚可分辨。 

（4）可看到低對比度文字。 

（5）無任何非均勻亮度之區城或假影，且漸層條紋顯示為連續而平順。 

（6）測試影像的邊緣與線條清晰可見，平直無扭曲。 

（7）測試影像位於此螢幕有效區域之中央位置。 

（8）中心及角落的小Cx測試物清晰度應介於標準Cx圖0~4之間。 

（9）中央與角落的高低對比線對皆能分辨。 

 

印片機測試(Hard copy display units)：臨床需列印影像方需執行此測試 

(一)目的：確保雷射印片機輸出之灰階值恆定且在標準範圍之內，且和出片控制檯螢幕一

致。 

(二)實施頻率：每月、更換印片機或使用者對印片機影像有疑慮時。 

(三)測試所需設備：SMPTE或TG 18-QC測試圖 

(四)測試步驟：  

1.將測試圖顯示在出片之控制檯螢幕，並依廠商建議設定其窗寬/窗高。 

2.將此測試圖以臨床最常使用之最大格式經由印片機輸出(如：四分割等)。 

3.將此雷射片放置於看片箱上，先觀察是否有假影。 

4. 於四個角落及中間之高低對比線對，皆能分辨。 

(五)效能判定準則：  

1.不應有明顯假影。 

2.雷射片之灰階度顯示需與運制檯螢幕中之影像灰階顯示一致。 

3.0%~5%及95%~100%之低對比方塊清楚可分辨。 

4.四個角落及中間之高低對比線對，應皆能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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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檢查床水平檢測（leveling of CT-scanner tabletop） 

(一)目的：確保檢查床橫向及縱向水平。 

(二)建議實施頻率：每月或使用者對檢查床水平有疑慮時。 

(三)測試所需設備：可顯示角度水平儀（最小刻度需不大於 0.5 度）、15~20 公斤荷重。 
(四)測試步驟： 

1. 將檢查床延伸至最遠距離，並在檢查床遠端放置 15~20 公斤之荷重。 

2. 以水平儀量測檢查床最遠距離之縱向（檢查床前進方向）水平，縱向水平下垂

角度宜為二度以內。 

3. 將檢查床調整至臨床使用之位置。將水平儀橫向擺放在檢查床前、中、後三個

位置，測量紀錄水平儀讀值。 

4. 紀錄分析結果 

(五)效能判定準則： 

1. 縱向水平角度與其基準值差異為一度以下。 

2. 橫向水平角度為零點五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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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檢查床垂直與縱向移動位置準確性 (Table vertical and longitudinal motion 

accuracy) 

(一)目的：確認檢查床的垂直與縱向移動位置之正確性。 

(二)建議實施頻率：每月或使用者對檢查床垂直與縱向移動位置準確性有疑慮時。 

(三)測試所需設備：經使用單位確認長度準確之長直尺 

(四)測試步驟： 

1. 將檢查床昇至適當位置，打開兩側定位雷射，在檢查床上垂直方向固定長尺，

使其垂直於床面站立，其原點與兩側定位水平雷射切齊（圖七）。 

2. 將檢查床垂直移動 30cm，檢視與數位顯示讀值之移動距離差異。 

3. 將檢查床昇至適當位置，打開兩側定位雷射，在檢查床上縱向方向黏貼固定一

長尺，使其平躺，其原點與兩側定位垂直雷射切齊（圖八）。 

4. 將檢查床縱向移動 80cm，檢視與數位顯示讀值之移動距離差異。 

                              

            

 

 

 

 

 

 

 

 

 

 

 

 

 

 

 

 

 

(五)效能判定準則： 

測量與顯示值差異需在二毫米（2 mm）以下。 

 

 

 

 

 

 

圖八、在檢查床上縱向方向固定長

尺，使其平躺，其原點與牆壁垂直

雷射切齊。 

圖七、在檢查床上垂直方向固定

長尺，使其垂直於床面站立，其

原點與牆壁水平雷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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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雷射與影像切面之相對軸向關係一致性(Orientation of lasers with respect to the 

imaging plane ) 

(一)目的： 
1.確保定位雷射本身及機架雷射在水平及垂直軸向方向的一致性。 
2.確認雷射系統與影像切面軸向的一致性。 

(二)建議實施頻率：每月或使用者對雷射與影像切面之相對軸向關係有疑慮時。 

(三)測試所需設備：方格紙、原廠假體或可執行相同測試之假體 

(四)測試步驟： 

1. 以方格紙或可執行相同測試之假體協助確認定位雷射射束能清晰辨識的涵蓋範

圍內本身與機架雷射在水平及垂直軸向方向的吻合性。 

2. 將一平面的不同位置內含兩個以上直徑不大於 2mm 標記物之測試假體置於床

板上，調整檢查床使假體位置在機架中心，調整假體位置使機架軸向雷射通過

標記物中心所在之平面。 

3. 使用最小射束寬度，以適當管電壓及管電流乘積進行曝露，設定掃瞄範圍

（FOV）完整包括測試假體之標記物位置，執行軸狀掃瞄。 

4. 挑選出可以清楚的從螢幕上辨識出每個標記物的外觀（圖十）的CT掃瞄影像，

紀錄該影像縱向座標位置。 

5. 開啟CT影像座標軸顯示功能，將座標軸顯示於螢幕，並調整座標軸位置使其軸

線通過圓形孔洞。紀錄座標軸原點座標值。 

6. 分析影像縱向座標位置及座標軸原點座標值與裝機設定的基準值之差異。確認

影像中心參考座標與雷射系統座標之差異。  

7. 紀錄及分析結果 

 

 

 

 

 

 

 

 

 

圖九、在同一平面及不同平面的不同 

位置皆內含兩個以上直徑 2 mm 標記物 

之測試假體。 

 

(四)效能判定準則： 

1. 影像上需可看到標記物。 

2. 雷射在水平及垂直軸向方向差異為二毫米（mm）以下。 

 

圖十、圓形孔洞所在位置之影像可

以清楚的從螢幕上辨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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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定位雷射與機架雷射間隔長度準確性（若無 wall laser system，則本項免執行）(Spacing 

of lateral wall lasers with respect to lateral gantry lasers and scan plane) 

(一)目的：確認定位雷射與機架雷射在垂直軸向的平面間隔距離準確。 

(二)建議實施頻率：每月或使用者對定位雷射與機架雷射間隔長度有疑慮時。 

(三)測試所需設備：經使用單位確認長度準確之長直尺，其長度大於原廠設定的定位

雷射與機架雷射的間隔距離（例如 60 cm）。 

(四)測試步驟： 

1. 平貼直尺於檢查床上，目視檢查機架雷射與定位雷射距離是否為設定值。（圖

十一） 

2. 使用有 2mm1 標記物之測試假體或專用假體（圖十二），調整假體位置使定位

雷射通過圓形孔洞中心所在之平面。 

3. 檢查床往機架移動原廠設定距離，使用最小射束寬度，以適當管電壓及管電流

乘積進行曝露，設定掃瞄範圍（FOV）完整包括測試假體之標記物位置，執行

軸狀掃瞄。 

4. 檢視 CT 掃瞄影像中是否包含所有標記物，確認定位雷射與機架雷射及 CT 掃

瞄平面的間隔距離差異小於容許值。 

 

 

 

 

 

 

(五)效能判定準則： 

1. 機架雷射與定位雷射距離與原廠設定值差異為二毫米(mm)以下。 

2. 定位雷射與機架雷射及電腦斷層掃描平面的間隔距離差異為二毫米(mm)以下。 

 
 
 
 

 

圖十二、確認定位雷射與機架雷射及

CT 掃瞄平面的間隔距離差異小於容

許值。 

圖十一、紀錄機架雷射在直尺之位

置，依據直尺之刻度，計算機架雷

射與定位雷射之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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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定位雷射移動的準確性 (Moving lasers accuracy) （僅需執行會移動的雷射，若無

wall laser system，則本項免執行） 

(一)目的：確保定位雷射移動的準確性 

(二)建議實施頻率：每月或使用者對雷射移動準確性有疑慮時。 

(三)測試所需設備：尺、方格紙或可執行同功能測試之假體。 
(四)測試步驟： 

1. 將方格紙或可執行同功能測試之假體置於檢查床上，調整假體位置使水平及垂直

軸向定位雷射通過假體參考點中心。設定天花板雷射左及右移動固定距離（建議

各不小於 20 公分），檢查並記錄移動位置準確性。 

2. 將尺直立於檢查床上（圖十四），兩側雷射上下移動固定距離（建議不小於 10

公分），檢查並記錄移動準確性。 

(五)效能判定準則： 

移動誤差需在二毫米(mm)以下。 

 

 

 

 

 

 

 

 

 

 

 

圖十三、天花板雷射偏移左邊至標記物             圖十四、尺直立於檢查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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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檢查床與影像切面軸向吻合性(Orientation of the CT-scanner tabletop with respect 

to the imaging plane) 

(一)目的：確認檢查床與 CT 掃瞄平面的的軸向是否對齊吻合，需注意檢查床在可作業

運用的範圍內是否平整。 

(二)建議實施頻率：每月或使用者對檢查床與影像切面軸向吻合性有疑慮時。 

(三)測試所需設備：含直徑 2 mm 標記物之測試假體。 

(四)測試步驟： 

方法一： 

1. 取一內含直徑 2 mm 標記物之測試假體，放在檢查床最前端位置，調整測試假

體位置，使標記物中心位於檢查床寬度正中央的位置，標示天花板定位雷射的

位置。 

2. 在測試假體兩側標示兩側定位雷射的位置。 

3. 將檢查床移至可作業運用範圍的最末端。參考步驟 1. 重新將測試假體標記物中

心調整至檢查床寬度正中央，標示此時天花板雷射與兩側牆壁雷射的位置。 

方法二： 

1. 在床板間隔 60 公分處放置兩排固定距離長 2 mm 之標記物（圖十五）。 

2. 將第一排標記物對準機架切面雷射，使用最小射束寬度，以適當管電壓及管電

流乘積進行曝露，設定掃瞄範圍（FOV）包括三個標記物位置，執行軸狀掃瞄。 

3. 治療床往前移動 60 公分，同樣條件再執行一次掃描。 

4. 分析影像。（圖十六） 

 

 

 

 

 

 

 

 

 

 

 

 

(五)效能判定準則： 

誤差需在二毫米(mm)以下。 

 

 

 

 

 

 

 Scan slice 1

 Scan slice 1 Scan slice 2

Scan slice 1

 

600 mm

 Gantry  

Scan slice 

Scan slice Scan slice 

Table

圖十五 床板標記示意圖 
圖十六 影像與誤差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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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水假體影像均勻度及雜訊評估 (Evaluation of water phantom image uniformity and 

noise)  

(一)目的： 

1. 確保均質水假體中，不同位置之 CT 值均勻度。 

2. 評估不同掃描參數下，影像雜訊之變化。 

(二)建議實施頻率：每月或使用者對水假體影像均勻度或雜訊有疑慮時。 

(三)測試所需設備： 

電腦斷層設備廠商所提供或其他市售直徑約 20 公分至 30 公分之均質水(或等效水)

假體。 

(四)測試步驟： 

1. 將假體固定於檢查床上，移動治療床使假體位於機架中心，並將水層厚度一半對準

切片位置。 

2. 以常規成人腹部掃描條件進行測試：使用軸狀掃描模式(axial scan mode)，設定適當

的照野範圍（FOV）以便將整個測試假體完整包含在內，其大小建議為假體直徑加

1公分。  

3. 影像均勻度：  

（1）多切面機型將取得影像組選取中間影像進行評估，分別放置約400 mm2之ROI

於假體影像中央、三點鐘、六點鐘、九點鐘及十二點鐘之位置（每次測試每

個ROI位置需相同，建議方法：開啟Grid功能由邊緣向內約1/4半徑處）。 

（2）比較週邊4個位置ROI所測得各自的平均CT值與中間ROI的平均CT值之差異。 

4. 影像雜訊：假體影像正中央ROI，取其標準差以做為雜訊之評估。 

 

圖十七、均勻度測試 

 (四)效能判定準則： 

1. 影像不均勻度差異為 5HU 以下。 

2. 雜訊值與其基準值差異為百分之二十以下。 

 

1/2半徑

3/4 半徑 

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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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T 值準確性(CT number accuracy) 

(一)目的：測定除了水之外，其他至少 4種不同材質的掃描 CT 值準確性。 

(二)建議實施頻率：每月或使用者對 CT 值準確性有疑慮時。 

(三)測試所需設備： 

含有各種已知密度物體製成之測試假體或儀器廠商提供之類似設備。這些假體必須

包含至少四種測試物，且至少應有能代表空氣、水、與 CT 值 800 以上的測試物。 

 
圖十八、ACR 假體 

(三)測試步驟： 

1. 以臨床腹部掃描條件進行軸狀掃瞄。 

2. 使用每一 ROI 需包含至少25個以上之像素(Pixel)或直徑至少需1cm 以上或包含

測試物質 80%的截面積之圓型區域在各特定物質內測量平均 CT 值。 

3. 分析並記錄其平均 CT 值。此數值與接收測試或更換管球時相同材質建立的基準

值作比較。 

 
圖十九、內含不同材質的測試假體，以 ROI 圈選工具於不同材質假體之中心進行

圈選，分析並記錄其平均 CT 值。 

(四)效能判定準則： 

除了水以外，其他物質之CT值與其基準值差異為30HU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