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odak DirectView CR 850 ／ CR 950 ／ CR 975 ／Elite CR ／ Classic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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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片匣除影 
(Erase Cassettes) 
第7.1.1.節 

每天 N/A 

二 

假體檢驗 
(Phantom Test) 
第7.1.2.節 

每週 

擷取影像的訊號水平（ROI 值），必

須在物理學家在設備評估時決定值的

+ /-21CVs（～5％）範圍內（見附錄 
C 表 C.1）。如果差異大於 20CVs，
必須檢查 X-光機的 AEC 功能。該執

行範圍此測試必須遵守適用的法規。

ACR 定義的執行範圍所限制的是，

假體影像得分必須至少 4 個模擬纖

維，3 個鈣化點群和 3 個腫塊物。如

果評分比較低，或任何評分低於醫療

物理學家在設備評估測試時決定的操

作條件的 0.5 以上時，在任何臨床病

患影像擷取之前，必須查明和矯正減

少的原因。 
如果使用印出的底片瀏覽，那麼必須

通過以下的測試。OD1和OD2量測

的光學密度差異必須至少0.4OD，同

時必須在醫學物理師設備評估已決定

值的+/ -0.05OD之內。OD3的值必須

至少1.4OD，同時必須是MEE測試時

醫學物理師已決定值的+/ -0.2OD範

圍內（見附錄 C，表 C.1）。 
三 

CNR檢查(CNR Check) 
第7.1.3.節 每週 

CNR Tracking與乳房厚度：4 cm 
CNR實測值必須在醫療物理學家對設

備評估時，系統的操作點所測得值

±20％的範圍內 (見附錄 C ，表C.7)。
四 

印片機檢查 
(Printer Check) 
第7.1.4.節 

每週 

• 在 0％的訊號區中可以看見 5％
的訊號。 

• 在 100％的訊號區中可以看見 95
％的訊號。 

• 每個灰階都能清楚的辨識。 
• 在影像的中間及所有角落的高對

比條狀都能清楚的辨識，且每週

結果看起來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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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沒有類似或模糊臨床病理假

影的任何跡象 。 

五 

顯示器檢查 
(Monitor Check) 
第7.1.5.節 

每週 

• 在 0％的訊號區中可以看見 5％
的訊號。 

• 在 100％的訊號區中可以看見 95
％的訊號。 

• 每個灰階都能清楚的辨識。 
• 在影像的中間及所有角落的高對

比條狀都能清楚的辨識，且每週

的結果看起來都一致。 
• 影像沒有會類似或模糊臨床病理

假影的任何跡象。 
六 

片匣/磷光屏幕與CR System目視檢查和

清潔 
(Cassette/Phosphor Screen and CR 
System Visual Inspection and Cleaning) 
第7.1.6.節 

每週 

所有的片匣必須是乾淨的，沒有可能

導致假影的外來物質。所有磷光體屏

幕必須乾淨，沒有灰塵和污垢。如果

清洗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任何類似或

模糊臨床病理的片匣/磷光體屏幕造

成 X 光影像假影，必須撤除使用。

CR System 及其周圍必須保持清潔，

沒有灰塵和污垢。 
七 乳房攝影X-光機目視點檢表 

(Mammography Unit Visual Checklist) 
第7.1.7.節 

每月 製造商指定的乳房攝影X-光機。 

八 

重照影像比率分析 
（Repeat Analysis） 
第7.1.8.節 

每半年 

理想的整體重照比率應該是2％或更

少，但如果放射技師和物理學家一致

同意，5％的比率大約是適當的。這些

比率應基於分析的至少250名病患的影

像才有意義。  
總重照 /廢棄比率不應超過先前納入分

析總底片+ / - 2.0%。 
九 

壓迫力 
(Compression)  
第7.1.9.節 

每年 

起始自動壓迫裝置的最大壓迫力必須介

於111牛頓(25英磅)與200牛頓(45英磅)
之間。壓迫力必須介於111牛頓(25英磅)
與200牛頓(45英磅)之間。 

十 影像板霧化測試 
(Image Plate Fog Test) 
第7.1.10.節 

每年 本測試得到的曝光指數必須小於

100CVs，且影像中不能看見硬幣。 

十一 片匣曝光反應測試 
(Cassette Exposure Response Test) 
第7.2.1.節 

每年 
X-光機的再現性必須優於 5％。  
利用以上的公式計算，所有特定類型

的片匣的中間 ROI 平均值，必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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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極 ROI 平均值的+ / - 100CV 範圍

內。如果系統的平均值超出+ / - 
100CV 範圍，則系統必須重新校準。 
每個片匣的 ROI 平均值，也必須在

所有同一類型片匣中間值的+ / - 
50CV 之內。任何超出此範圍的片

匣，若在清潔後無法回到範圍內，必

須撤除使用。 
十二 

片匣/磷光體屏幕假影測試 
(Cassette / Phosphor Screen Artifact 
Test) 
第7.2.2.節 

每年 

沒有會產生類似或模糊臨床病理的假

影影像的片匣 /磷光體屏幕。如果清

潔片匣或磷光體屏幕的方式無法排除

造成假影的原因，那麼片匣必須必須

撤除使用。 
十三 屏幕除影測試 

(Erased Screen Test) 
第7.2.3.節 

每年 掃描已除影的片匣所得的曝光指數必

須小於100 CV’s。 

十四 
掃描器一致性測試 
(Scanner Uniformity Test) 
第7.2.4.節 

每年 

實測的ROI值間非一致性的差異，必

須在設備評估時測得差異的 + / -
50CVs範圍內（見附錄 C.4，表C.5
設備的評估時的實測值）。 

十五 掃描器反應線性測試 
(Scanner Response Linearity Test) 
第7.2.5.節 

每年 
與所有 3 個曝光測得的輸入曝光計算

得到的 CV 預測值比較，由此產生的

CV 值必須在+/ - 100 CV 範圍內。 
十六 空間頻率反應測試 

(Spatial Frequency Response Test) 
第7.2.6.節 

每年 必須在兩個方向看到8lp/mm的訊號

調整。 

十七 幾何精確度測試 
(Geometric Accuracy Test) 
第7.2.7.節 

每年 實測的長寬比必須為1.00 +/- 0.05，
標尺邊緣必須筆直而且連續。 

十八 影像板霧化測試 
(Image Plate Fog Test) 
第7.2.8.節 

每年 
本測試所得的曝光指數必須小於

100CVs，並且在影像中看不見硬

幣。 
十九 

自動曝光控制系統(AEC)效能 /穩定性

測試 
(AEC System Performance/Constancy 
Test) 
第7.2.9.節 

每年 

（一）AEC功能與乳房厚度:  本項

AEC操作產生的mAs和曝光水平必須

在設備評估決定操作點的5％以內

（見附錄 C表 C.6）。 
（二）AEC密度控制功能:  密度控制

功能必須能夠控制增幅範圍~5 到 
15%的曝光(雖然較小範圍的步驟可

以接受)。 
（三）CNR追踪與乳房厚度 : 實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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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mCNR值，必須在系統操作點的+/ 
-20％以內（見附錄 C表 C.7）。以

4cmCNR值當作100％，標準化的

2cmCNR值必須大於或等於這個值的

100％，標準化的6cmCNR值必須大

於或等於這個值的75％。 
二十 瀏覽條件 

 (Viewing Conditions) 
第7.2.10.節 

每年 
備註: MQSA沒有觀片箱照度和瀏覽

條件的要求規定。 
 

二十一 

印片機一致性檢查 
（Printer Consistency Check） 
第 7.2.11.節 

每年 

• 密度應分佈於 OD 值低於 0.3 到

高於 3.5 的範圍，同時 OD 值對

百分比作圖應成線性（取決於列

印機設定/性能）和/或與醫療物

理學家設備評估時的決定值相

近。 
• 在 0%的訊號區內可以看到 5%的

訊號。 
• 在 100%的訊號區內可以看到

95%的訊號。 
• 灰階是可以個別辨識的。 
• 影像中央及角落的高對比條狀可

以個別辨識的。 
• 造成類似或模糊臨床病理的假影顯

示徵兆，不能出現在影像上。 
二十二 

顯示器一致性檢查 
(Monitor Consistency Check) 
第 7.2.12.節 

每年 

• 照度對數(以 10 為 底)對測試斑

點百分比所作圖形應成線性（取

決於顯示器設定/性能），或與

醫療物理學家設備評估時的決定

值相近。  
• 在 0%的訊號區域內可以看到 5%

的訊號。 
• 在 100%的訊號區域內可以看到

95%的訊號。 
• 灰階是可以個別辨識的。 
• 影像中央及角落的高對比條狀可

以個別辨識的。 
• 造成類似或模糊臨床病理的假影顯

示徵兆，不能出現在影像上。 
二十三 乳房攝影 X-光機組合評估 

(Mammographic Unit Assembly 
Evaluation) 
第 7.2.13.節 

每年 參照乳房攝影X-光機製造商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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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乳房攝影 X-光機準直儀評估 
(Mammographic Unit Collimation 
Assessment) 
第 7.2.14.節 

每年 

（一）X-光範圍與光照範圍對準：如

果提供通過 X-光束限制裝置的光照

範圍，則必須與X-光照範圍對準，沿

著乳房支撐平面可見範圍的長度或寬

度，其光照範圍與X-光照範圍邊緣的

任何偏差不得超過SID的2％。 

（二）X-光光照範圍與影像板對準：

所有系統必須有光束限制裝置，使整

個X光照範圍的胸壁邊緣擴展到影像

接收器的胸壁邊緣，並確保X光照範

圍，不超出影像接收器任何邊緣SID
的2％。 
（三）影像板胸壁邊緣與壓迫板胸壁

邊緣對準：當以壓迫板置於乳房支撐

表面上方約標準乳房厚度的距離進行

測試時，壓迫板的胸壁邊緣不應超出

影像接收器的胸壁邊緣SID的1％。

在影像上不得看見壓迫板垂直邊緣的

影子。 
二十五 

射束品質與半值層 
(Beam Quality and Half-Value Layer) 
第 7.2.15.節 

每年 

半值層應符合FDA的電離輻射放射產

品效能標準(Performance Standards for 
Ionizing Radiation Emitting 
Products)(Part 1020.30)的最低半值層

的規格。這些值外推乳房攝影的範圍

載於下表。未顯示的值可以由線性內

插或外推得到。 
二十六 

管電壓(kVp)準確性與再現性 
(kVp Accuracy and Reproducibility) 
第 7.2.16.節 

每年 

以下kVp的準確度應在顯示或選定的

±5%以內: 
1. kVp測試儀器可以測量的最低臨

床使用kVp。 
2. 最常使用的kVp；和 
3. 最高的臨床使用 kVp。 
在最常使用的kVp臨床設定， kVp的
可再現性變異係數等於或小於0.02
是。 

二十七 
乳房入射曝光，劑量與幅射輸出 
(Breast Entrance Exposure, Dose and 
Radiation Output) 
第 7.2.17.節 

每年 

乳房入射曝光 空氣克馬(air kerma)與
mAs 變異係數不得超過 0.05。  

劑量 美國 FDA 認可假體模擬標準乳

房的單一頭腳向，每次曝光平均乳

腺劑量不應超過 3.0mGy
（0.3rad）。劑量應取決於標準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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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床使用的將技術因素和條件。 
輻射輸出 
i. 指定操作的系統在任何 SID 的標

準乳房攝影（Mo/Mo）模式下，

以探測器中心位於乳房支撐表面

上 4.5cm，並有壓迫板放置在射

源和探測器之間測量時，以 28 
kVp 操作，系統應能產生 7mGy
空氣克馬每秒（800mR 每秒）的

最小輸出。 
ii. 該系統應能維持要求的平均超過

3.0 秒的最低輸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