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fa CR Mammography System 數位乳房攝影品質保證作業之校驗項

目、頻率、結果或誤差容許值 
 
項次 校驗項目 頻率 結果或誤差容許值。 
一 乳房攝影專用之

顯示器與讀片箱

檢視與清潔 

每日 乳房攝影專用之顯示器與讀片

箱應無灰塵、污垢與損傷。 

二 乳房攝影數位影

像系統檢查 
每日 功能皆須正常。 

三 影像板清潔 每週 影像板應無灰塵、污垢與損傷。

四 乳房攝影專用之

印片機測試 
每週 中密度(MD)、密度差異(DD)及

低密度值(LD)值必須在其標準

值±0.15 範圍內。B+F 值必須在

其標準值+0.03 範圍內。 
五 假體影像品質評

估 
每週 (一) 假體影像分數纖維應至少

4 分、鈣化點群 3 分及腫

塊物 3 分，且於每次測試

時分減少不得超過於 0.5。
(二) 使用自動曝露控制所得之

管電流時間乘積變動須介

於±15%之間。  
(三) 使用印像機出片時，假體

影像中心點的背景光密度

值必須大於 1.2，且其變動

與基準值的差異應小於±

0.20。  
(四) 使用印像機出片時，壓克

力圓盤內外的光密度差值

應至少為 0.40，且差值的

變動與其基準值相較應小

於±0.05。 



六 對比雜訊比測試 每週 每週測得的CNR值必須在基準

值的±20%以內。 

七 乳房攝影專用之

顯示器品質管制 
每月 以 SMPTE 或 AAPM TG18 圖

像評估之所有項目都必須達

成。 
八 重照影像比率分

析 
每季 重照影像比率與前次分析之差

異應在±2%內，超過時應採取必

要的改善措施。 
九 壓迫力測試 每半年 最大壓迫力設定必須介於 25 至

45 磅(11.4 至 20.4 公斤)。 
十 影像板霧化測試 每半年 影像上不應看到有霧化影像痕

跡及硬幣影像。 
十一 乳房攝影影像解

析度檢查 
每年 掃描(scan)與次掃描(sub-scan)

方向皆必須能夠達到解析值 8 
lp/mm ± 2 lp/mm 的程度。 

十二 影像板感光度一

致性測試 
每年 測得之最大與最小之 mAs 值差

異應小於 5%。 
測得之最大與最小之 SAL 值差

異應小於 10%。 
十三 自動曝光控制效

能評估 
每年 kVp 值需符合各個不同厚度壓

克力塊(PMMA Blocks)建議標

準值。 
十四 乳房攝影單位組

件檢查 
每年 所有評估項目都必須達成。 

十五 讀片箱及讀片環

境評估 
每年 所有評估項目都必須達成。 



十六 假體影像品質評

估 
每年 (一) 假體影像分數纖維應至少

4 分、鈣化點群 3 分及腫

塊物 3 分，且於每次測試

時分減少不得超過於 0.5。
(二) 使用自動曝露控制所得之

管電流時間乘積變動須介

於±15%之間。  
(三) 使用印像機出片時，假體

影像中心點的背景光密度

值必須大於 1.2，且其變動

與基準值的差異應小於±

0.20。  
(四) 使用印像機出片時，壓克

力圓盤內外的光密度差值

應至少為 0.40，且差值的

變動與其基準值相較應小

於±0.05。 
十七 乳房攝影專用之

印片機測試 
每年 (一) 線是否呈現是弓狀，彎曲

或扭曲。  
(二) 線是否呈現有齒狀邊緣。

(三) 印片機輸出影像是否產生

假影經診斷為不容許的。

(四) 所測量的距離與參考值是

否誤差超過 1%以上。 
(五) 中密度(MD)、密度差異

(DD)及低密度值(LD)值必

須在其標準值±0.15 範圍

內。B+F 值必須在其標準

值+0.03 範圍內。 
(六) 每個灰階必需要能清楚分

辨。 



十八 乳房攝影專用之

顯示器品質管制 
每年 以 SMPTE 或 AAPM TG18 圖

像評估之所有項目都必須達

成。 
十九 CR 敏感度測試評

估 
每年 SAL 值需介於 1,800 ±200。 

SAL log值需介於25,627±1000。
40mm 的壓克力塊 SAL 值介於

530 ~ 1,050。 
40mm的壓克力塊SAL log值需

介於 15,008~20,946。 
二十 系統假影評估 每年 無顯著或影響臨床診斷的假

影。 
二十一 動態範圍評估 每年 影像中的不含壓克力區，2cm

壓克力區，6cm 壓克力區是必

須可以區別。 
二十二 CR 掃瞄組性能

評估 
每年 鋼尺“T”字型影像邊緣應該是

平滑和銳利的。 
二十三 影像板除影測試 每年 Ghost image factor 需小於 0.3。



二十四 準直儀狀況評估 每年 (一) 光照野與輻射照野左右的

差異加總及前側、胸壁側

的差異加總皆須在 2%SID
內。  

(二) 輻射照野於四個邊緣皆不

應超過影像接收裝置

2%SID 以上。 
(三) 輻射照野於胸壁側應超過

影像接收裝置邊緣。對於

另外三個邊緣，若輻射照

野落於影像接收裝置內，

左右側之容許差異為－

2%SID，而前側之容許差

異則為－4%SID。 
(四) 壓迫板邊緣於胸壁側應正

好超出影像接收裝置邊

緣，因此在下方底片中不

應看到壓迫板邊緣的影

像，且其超過範圍應在

1%SID 之內。 
二十五 管電壓準確性與

再現性評估 
每年 管電壓峰值的準確性必須在±

5%以內，且再現性的變異係數

必須等於或小於 0.02。 
二十六 射束品質的評估

及半值層測定 
每年 (一) 半值層下限值： 無壓迫板

時為 kVp/100 毫米鋁當量

(mmAl)；有壓迫板時為

kVp/100+0.03 毫米鋁當量

(mmAl)。 
(二) 半值層上限值：為

kVp/100+C 毫米鋁當量

(mmAl)，其中 C 依據不同

靶極滤片組合有不同值。



二十七 乳房入射曝露、自

動曝光控制的再

現性、平均乳腺劑

量和輻射輸出評

估 
 

每年 (一) 曝露值與管電流時間乘積

之變異係數為 0.05 以下。

(二) 平均乳腺劑量為 3 毫格雷

(mGy)以下。 
(三) 輻射輸出率為每秒 800 毫

侖琴(mR/s)或每秒 7 毫格

雷(mGy/s)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