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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刂   舀

本标准按照 GB/T1。 l-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l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第 4章~第 8章、附录 A和附录 B是强制性的 ,其余是推荐性的。

本标准代替 WS/T189— 1999《 医用 X射线诊断设备影像质量控制检测规范》与 WS/T76— 1996

《医用 X射线诊断影像质量保证的一般要求》。本标准是由 Ws/T189— 1999与 WS/T76— 1996整 合
修订而成。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 ,Ws/T189— 1999和 Ws/T76— 1996废止。

本标准的第 4章~第 7章集中反映了原标准 WS/T76— 1996的 内容 ,第 8章 ~第 10章反映的是
WS/T189— 1999标准的内容。与 WS/T76— 1996、 Ws/T189— 1999相 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
变化如下 :

——修改了测量输出量重复性的曝光次数 ,并把 80kV时每 lOO mAs的 输出量修改为 80kV时每

管电流时问积的输出量 ;

——删除了普通 X射线体层摄影机的检测 ;

——修改了管电压指示偏离要求的控制值 ;

——修改了辐射输出量稳定性检测要求的控制值和周期 ;

——增加了状态检测对辐射输出量的要求 ;

——增加了稳定性检测对辐射输出量重复性的要求 ;

——修改了稳定性检测对自动曝光控制功能要求的控制值 ;

卞^增加了自动照射量控制重复性的检测与评价 ;

——增加了 SrD的检测方法 ;

——修改了 SrD值偏离要求的控制值 ;

——删除了稳定性检测对 SID值偏离的要求 ;

——修改了光野与照射野四边偏离的评价方法 ;

——增加了光野与照射野中心偏离的检测与评价。

本标准由卫生部放射卫生防护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

本标准起草单位 :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岳保荣、尉可道、范瑶华、刘澜涛、王建超。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Ws/T76— 1996;

——WS/T189—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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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常规 X射线诊断设备影像

质量控制检测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用常规 X射线诊断影像质量保证的一般要求、医用常规 X射线诊断设各影像质量

控制检测的项 目、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医用常规 X射线诊断影像的质量控制检测。小型便携 X射线机可参照使用。

本标准不适用于计算机体 (断 )层摄影 (CT)、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 乳腺 X射线摄影及牙科机

的质量控制检测。也不适用于医用常规 X射线诊断设备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检测。

本标准部分内容 (第 9章和附录 A)适用于计算机 X射线摄影 (CR)和数字 X射线摄影 (DR)的质量

控制检测 ;本标准其他内容不适用于 CR和 DR。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YY/TO063 医用电气设备 医用诊断 X射线管组件 焦点特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厅目彐l保 1E  qua1ity assurance

为获得稳定的高质量的 X射线影像 ,同时又使人员受照剂量和所需费用达到合理的最低值所采取

的有计划的系统行动。

3.2

屈艮Jl扫空爿判  quaⅡ ity coⅡ troⅡ

通过对 X射线诊断设备的性能检测和维护 ,对 X射线影像形成过程的监测和校正行动 ,保证影像

质量的技术。

3.3

质工管理  quaIity management

为使质量保证计划得以贯彻实施 ,使各种检测能正常进行 ,其结果得到评价 ,相关的校正行动得以

实施而采取的管理措施。

3.4

验 收检测  acceptance tests

X射线诊断设备安装完毕或重大维修后 ,为鉴定其性能指标是否符合约定值而进行的质量控制

检测。

1



s
 
 
 
5

w
 
 

⒊

76-ˉ 2011

状态检测 status tests

对运行中的设备 ,为评价其性能指标是否符合要求而定期进行的质量控制检测。

3.6

稳定性检测 coⅡ stanCy tests

为确定 X射线设各或在给定条件下获得的数值相对于一个初始状态的变化是否符合控制标准而

进行 的质量控制检测 。

3.7

焦点-影像接收器距离 foca1

有效焦点的基准平面至基准

加载因素 Ioading

其数值能影响 X射 光时间)、 阴极等效输

人功率、X射线管电压

3.9

自动照射量控

自动曝光控

在 X射线发 理想照射量的

操作方法 。

3.10

自动亮度控

在 X射线透 或几个因素的

控制来控制照射

3.11

聚焦滤线栅

各栅条的延长

3.12

聚焦距离

聚焦滤线栅的各栅 直距离。

3.13

高对比分辨力 high

空间分辨力 spatial resolut

在特定条件下 ,特定线对组测试卡

3.14

空间频率线对组 ,其单位为 lp/mm。

低对 比分辨力 Iow contrast resolution

可以从一均匀背景中分辨出来的特定形状和面积的低对比度微小 目标 。

3.15

辐身扌输出 rad讯 0n oⅡtput

离焦点某一给定距离的 X射线有用束单位电流时间产生的空气比释动能(mGy/mAs)。

3.16

齿奎纠之t氢  base1iⅡe vaIue

设备性能参数的参考值。试运行后状态检测合格得到的数值 ,或 由相应标准给定的数值。

2

3.8

与影像接收垩匝狙变点的距

载因素 自动

各个因素 ,例 如 :X射线管电流、加

会聚于一条线 ,该线与滤线栅人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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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质旦保证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4.1 医疗单位应建立质量保证组织 ,制定、实施并定期修订 X射线诊断影像质量保证计划。
4.2 质量保证计划中 ,主要包括 :

a) 健全的质量保证组织和明确的职责分工 ;

b) 人员培训和资格考核 ;

c) X射线诊断影像质量评价的标准、方法和制度 ;

ω X射 线诊断设备的质量控制的方法和要求 ;

e) 有关程序和结果的书面记录。

5 质童控制裣测

5.1 质±控制一般说明

质量控制检测分为验收检测、状态检测及稳定性检测。质量控制一般采用非介人检测方法。质量
控制检测中任何时候都不应超过 X射线管组件最大功率额定值。

5.2 对剂垒仪器的要求

检测用计量仪器应根据有关规定进行检定 ,检测结果应有溯源性。

5.3 对检测模体的要求

本标准中使用的检测模体由衰减层和结构元件组成 ,它们可以独立或组合方式使用。用于检测的

模体尺寸应至少大到在所适用检测条件下足以使全部有用线束得到衰减。

5.4 对检测单位的要求

验收检测和状态检测应由取得资质的技术机构进行。

5.5 验收检测要求

5.5.1 X射线诊断设备安装完毕或重大维修后 ,应进行验收检测。设备状态检测中发现某项指标不符

合标准 ,但无法判断原因时 ,应采取进一步的验收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5.5.2 X射线诊断设备验收检测前 ,应有完整的技术资料 ,包括订货合同或双方协议、供货方提供的设

备手册或组成清单、设备性能指标、使用说明书或操作维修规范。

5.5.3 验收检测应按照本标准 ,或按照购买合同所约定的技术要求进行检测。

5.5.4 验收检测应由供货商、医疗卫生单位协助有资质的第三方共同实施。

5.6 状态检测要求

5.6.1 X射线诊断设备应每年进行状态检测。稳定性检测结果与基线值的偏差大于控制标准 ,又无法

判断原因时也应进行状态检测。

5.6.2 验收检测合格的 X射线诊断设备在一段试运行期后进行状态检测 ,并建立相关参数的基线值。

5.6.3 状态检测应由有资质的单位实施检测。

5.7 稳定性检测要求

5.7.1 状态检测合格的 X射线诊断设备 ,在使用中应按标准进行定期的稳定性检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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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每次稳定性检测应尽可能使用相同的设备并作记录 ;各次稳定性检测中 ,所选择的曝光参数及

检测的几何位置应严格保持一致。

5.7.3 稳定性检测应由医疗卫生单位 自身实施检测 。

6 检测结果评价及处理

评价各类检测结果时应与相应的标准或合同进行比较。

检测结果不符合相应标准或合同时按照如王 置里 :

o 任一检测结果不符合相应标 检测 ;

ω 重复检测结果仍不符合 备及检测方法的可靠性 ;

o 如有必要 ,应采用进

ω 经验证 ,确 实不符

D 可校正的

2) 涉及系

原因。

判断不符合标准 的

6.3 检测中被查明 正 ,应考虑更换部

件、限制使用范围

7 质量保证的记

7.1 X射线诊 备使用期间长

定处理措施。

设备管理或维

期保存。设各转

7.2 X射线诊断

修部门时 ,使用部

7.3 X射线诊断

8 检测项 目及技术

8.1 X射线摄影设备

8.2 X射线透视设备的

8.3 新安装 X射线诊断设 能指标、双方合同或协议

中技术条款 ,但不得低于本标 项目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9 X射线摄影设备的质Ⅰ控制检测方法

9.1 X射线管电压指示的偏离

9.1.1 采用数字式高压测量仪进行检测。检测时 ,按照高压测量仪说明书进行操作。

9.1.2 应根据所检测设备的高压发生器类型、检测参数等对数字式高压测量仪进行相应设置。

9.1.3 验收检测时 ,在允许最大 X射线管电流的 50%或多一些 ,加载时间约为 0.1s的条件下 ,至少应

进行 60kV、 80kV、 100kV或电压接近这些值的各档测量。状态检测时测 80kV和临床常用其他管电

压档。

9.1.4 上述加载因素为最小 ,加载因素的选择应考虑被检设备的实况和临床应用情况 ,以 便充分检测

X射线管电压、加载时间和管电流的相互关系 ,确定设备和技术条件与用户需要的一致性。

4

时 ,应立即

准或合同时 ,应认真检查检

合同时 ,应采取以下措献

几何条件应立即迸行校正 ;

料

各类检测

录应随同

存有关 X

有设各使

技术要求应符合附录 B的要求。

测结果应符合随机文件



Ws 76-ˉ2011

9.2 辐射输出量及其重复性、线性 (管 电流时间积互换性)和有用线束的半值层。

9.2。 l 检测半值层应采用纯度不低于 99.9%,厚 度尺寸误差±0.1mm范 围内的标准铝吸收片。
9.2.2 调节焦台距为 100cmE小型便携机及透视实时摄影 (点 片)系 统可采用实际 SrD值 ],检查床上

设置照射野为 lO cm× 10cm,中 心线束与台面垂直 ,照射野内放置一块铅板。

9.2.3 将探测器放在检查床上照射野 中心的铅板上 ,以 80kV,适 当的管电流时间积照射 5次 ,计算
80kV时每管电流时间积的输出量 ,建立基线值时 ,以此 5次的平均值作为基线值 ,并 以式(1)计算输出

量的重复性。

cv=姜√∑(Kj— 02/(″ D× 100%¨⋯⋯⋯⋯⋯⋯⋯(1)

式中 :

CV——变舁系数 ,%;
KJ——每次输出量的测量值 ,mGy/mAs;
Κ ——″次输出量测量值的平均值 ,mGy/mAs;
″ ——输出量的测量总次数。

9.2.4 分别将不同厚度(0mm,1mm~5mm)的 铝吸收片放在检查床上方 50cm(或 1/2SrD)处 ,用

同样的条件进行照射 ,依次测量并记录空气比释动能 ,并求得 80kV的半值层。

9.2.5 测量 80kV、 常用管电流时间积档的辐射输出量(mGy/mAs),改 变管电流和时间 ,并要使得改

变管电流和时间后的积与改变前的管电流和时间积相同或近似 ,并测量每次改变后的辐射输出量 ,计算

各相邻两档间的线性 ,如 式(2)所示。

K1      K2

艹
粥  ⋯ ⋯⋯0
Ⅰl

式 中 :

L12——相邻两档间的线性度 ;

彦1———1档的曝光时间 ,s;

J2———2档 的曝光时间 ,s;

r1——1档的电流 ,mA;
Ⅰ2-2档 的电流 ,mA。

9.3 曝光时间指示的偏离

采用数字式曝光计时仪器测量曝光时间 ,具体条件按仪器操作说明书进行 。时间测量应重点检测

临床常用时间档。

9.4 自动照射量控制响应

9.4.1 将装有胶片的胶片盒置于胶片盒架 ,调节照射野尺寸 ,使其与胶片盒匹配。将一块 ⒛ mm厚度

铝板放在照射野中 ,调节照射野小于铝板的尺寸 ,在 自动曝光条件下进行照射。

9.4.2 然后将 1.5mm厚度的铜板置于前一块铝板上 ,更换胶片后进行第二次照射。测试具有 自动分

格功能的点片装置时 ,可直接在照射野内放置铝板或铝板加铜板进行照射 ,无需更换胶片。

9.4.3 对于可人工选择管电压 ,系 统 自动控制管电流时间积的设备 ,应在不同管电压设置的条件下 ,选

择上述测试。例如 ,在 60kV、 8o kV、 100kV共进行六次照射。进行本检测时 ,焦片距应根据实际使用

条件确定。

9.4.4 冲洗每次曝光的胶片 ,用 光密度计分别测试各张胶片或胶片中各分格的光密度。评价时 ,将

⒛ mm铝 板曝光胶片的光密度与 zO mm铝板加 1.5mm铜 板曝光胶片的光密度相 比较 ,二者光密度

的差值不能超过规定的数值 。建立基线值时 ,将上述二者的光密度平均值作为基线值。

9.4.5 本指标也可用剂量仪测量铝和铝加铜衰减体后面的空气比释动能的方法进行检测。把探头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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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射野的中心位置。评价的方法与光密度法相同。

g。 5 自动照射量控制重复性

9.5.1 将无胶片的胶片盒置于胶片盒架 ,调节照射野尺寸 ,使其与胶片盒匹配。将一块 zO mm厚度铝

板放在照射野中 ,调节照射野小于铝板的尺寸 ,在 自动曝光条件下进行照射。重复曝光 5次 ,每 次曝光

后及时记录管电流时间积 (mAs)读 数。

9.5.2 以式(3)计算 5次曝光(mAs)读 数的重复性。

∑(Dj一 D)2/(″ 一D× 100% ⋯⋯⋯⋯⋯⋯⋯⋯⋯⋯(3)

式中 :

CV——变异系数 ,%;

Di——第 j次曝光管电流时问积读数值 ,mAs;

D— —″次曝光管电流时间积读数值的平均值 ,mAs;

ヵ ——曝光读取电流时间积(mAs)总 次数。

9.5.3 此项指标也可以用照射胶片的光密度来评价。将装有胶片的胶片盒置于胶片盒架 ,调节照射野

尺寸 ,使其与胶片盒匹配。将一块 zO mm厚度铝板放在照射野中 ,调节照射野小于铝板的尺寸 ,在 自动

曝光条件下进行照射。

9.5.4 所有条件不变 ,只更换暗盒 ,共照射三张 X射线照片 ,并进行冲洗。

θ.5.5 对三张冲洗后的照片分别测量相同位置的光密度 ,并作好记录。对测量得到的二个光密度值分

别与平均值进行比较。

9.6 X射线摄影机的几何学特性

9.6.1 几何特性检测包括 :

a) 有用线束与影像接收器平面的垂直度的偏离 ;

b) 灯光照射野与 X射线照射野中心的偏离 ;

c) 灯光照射野与 X射线照射野四边的偏离 ;

d) 照射野与影像接收器尺寸的偏差 ;

e) 焦点到影像接收器之间距离 (SID)指 示的偏离。

9.6.2 可采用准直度检测板 (简称检测板)和线束垂直度测试筒 (简称检测筒×参见附录 C图 C.1和

图 C.2)进行检测。

9.6.3 将一块 24cm× 30cm装 有胶片的暗盒放在检查床上 ,盒 上放置检测板 ,然 后将检测筒放在检

测板上 ,检测筒的中心与检测板的中心对准。

9.6.4 调节焦片距为 100cm(或常用胶片距),用手动方式将光野中心与检测板上的中心对准 ;然 后 ,

再将光野边界与检测板上 18cm× 24cm的 长方框刻线重合 ,如 重合不了 ,则记下光野与检测板刻线的

距离。如 X射线机采用 自动光阑控制 ,将一块 18cm× 24cm的 空胶片盒放在胶片盒架上 ,观察此时的

光野边界在检测板上对应的刻度。选用适当的条件进行照射 ,使冲洗后的胶片影像光密度为 1.0~1.8。

9.6.5 将光野放大到 24cm× 30cm,其他条件不变 ,再用同样的条件照射一次后冲洗胶片。

9.6.6 按以下方法进行数据处理 :

o 测量焦台距与台面到胶片盒上表面的距离之和为焦片距 ,cm;

b) 观察检测筒上下两钢珠影像间的位置。当检测板上中心小圆半径为检测筒高度的 0。 05倍 ,大

圆半径为其 0.10倍时 ,检测筒上表面中心钢珠的影像落在小圆影像 内时 ,垂直度偏差小于

3° ,落在大圆影像内时 ,垂直度偏差小于 6° ;

⊙ 上述检测影像中 ,光密度较大的区域为照射野 ,线条方框中为光野 (参见附录 C图 C.3)。 测出

横轴上的偏离 @1、 o2,纵轴上的偏离 31、 32,以 及照射野中心 CR和光野中心 CL的偏离 c。

g。 6.7 为检测 自动光阑控制时照射野与影像接受器尺寸的偏差 ,将一装有胶片的 35cm× 35cm胶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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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放在检查床中心线上 ,检测板放在胶片上 ,两者中心对准。将一个 18cm× 24cm胶片盒放在胶片盒

架上。选用适当的照射条件进行照射 ,使 冲洗后的胶片影像光密度范围为 1.0~1.8。

9.6.8 根据床上胶片影像照射野中检测板的刻度推算出胶片盒中影像的照射野形状和尺寸 (参见附录

C图 C。 4)。 测量横轴上的偏差 c1、 c2和纵轴上的偏差 dl、 d2。

9.6.9 为检测焦点到影像接受器之间距离 (SrD)指示的偏离 ,将 装有胶片的暗盒置于暗盒托盘上 ,仔

细对好中心位置。把暗盒托盘向里推四分之三 ,用 尺子测量诊视床台面至暗盒上表面的距离 ,并作好

记录。

9.6.10 把 SID检测筒置于诊视床上 (参见附录 C图 C。 5),使得光野中心、SrD检测筒中心以及暗盒

中心于一垂直线上 ,锁住全部地位锁 ,暗盒托盘全部推进去 ,光野四边每边距 SⅠD检测筒约 4cm。

9.6。 ll 选用适当的照射条件进行照射 ,取 照后 的胶片进行冲洗 (冲 洗后 的胶片影像光密度范围为

1.0户 1̌.8)。

9.6.12 参见附录 C图 C。 6,按如下公式计算焦点到影像接收器之间距离(SrD)指 示的偏离 L(%):

L=￡些
⒎蒡膏罟

巨L× 100%

式中 :

srDs——srD预置值 ;

srDm—— srD测 量 值 。

srDm=r(凡 +夕 )

r==(ⅠL+rT)/2

式中 :

几——SrD检测筒的高度 ;

p——诊视床台面至托盘上暗盒顶表面距离 ;

0——SrD检测筒顶部两条线间距 ;

IL  检测筒顶部影像纵向两条线间距 ;

I~检 测筒顶部影像横向两条线间距。

9.7 聚焦滤线栅与有用线束中心对准

9.7.1 可参见附录 C图 C。 7所示的滤线栅对中心测试板及两块能同时覆盖四个大孔区域的小铅板进

行测量。

9.7.2 将测试板放在检查床上 ,使其上轴与检查床的长轴垂直 ,中 心孔对准床的中心 (参见附录 C

图 C。 8)。

9.7.3 将装有胶片的胶片盒装人胶片盒架。调节 SrD与会聚滤线栅的会聚距离一致。用两块小铅板

盖住两边的四个大孔。将照射野的中心对准中间的大孔。用适当的条件进行照射 ,使冲洗后的圆孔区

域影像的光密度为 1。 0~2.0。

9.7.4 在垂直于床中心线的方向移动 X射线管 ,逐个改换照射野中心所对准大孔的位置 ,用铅板覆盖

其余大孔 ,以 同样的条件进行照射。

9.7.5 冲洗胶片后测试五个大孔影像的光密度 ,如 中心孔影像光密度最高 ,两侧各孔影像光密度对称

分布 ,可 以认为滤线栅中心对准 ;如 两侧光密度不对称 ,但偏离小于 13mm,这 时判为无明显不对准。

如中心孔影像的光密度低于其旁边的孔 ,则判为明显不对准。

9.8 X射线管的有效焦点

9.8.1 可使用星卡进行验收检测。在仲裁时应采用 YY/T0063要求的狭缝检测方法。

9.8.2 将星卡固定在限束装置的下方 ,星卡所在平面与有用线束垂直 ,其 中心与有用线束中心重合。

θ。8.3 以 75kV,X射线管额定阳极功率的 50%对应的管电流 ,选择适当的管电流时间积及表 1中建

议的放大倍数拍摄星卡影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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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星卡测至有效焦点时建议采用的放大倍数

9.8.4 测量星卡影像的直径 S(mm),纵 向和横向模糊带最大直径 zL(mm)、 zw(mm)。

9.8.5 按式 (7)、 式 (8)、 式(9)计算 ,用 2°星卡测得有效焦点尺寸。

民=羝×宀   ⋯ ⋯ ⋯ ······cv

凡=氯×宀   ⋯ ⋯ ⋯ <⑴

几f=~畀   ······························(9)

式中 :

Fw——焦点横向直径 ,mm;
FL——焦点纵向直径 ,mm;
zw——星卡影像模糊带横向直径 ,mm;

ZL—— 星卡影像模糊带纵向直径 ,mm;
M— —星卡影像的放大倍数 ;

S ——星卡影像直径 ,mm;
r ——星卡直径 ,mm。

10 X射线透视设备质工控制检测方法

10.1 透视受检者人射体表空气比释动能率典型值

10.1.1 按表 2所列测量条件检测不同类型 X射线机的受检者人射体表空气比释动能率典型值。检

测时 ,将衰减层放置在探测器和影像增强器之间 ,探测器直接放在水模上 ,铜板放在影像增强器一侧。

表 2 X射线机受检者入射体表空气比释动能率检测条件

标称焦点尺寸
建议放大倍数

F≤ 0.6 5

0.6“(F≤ 3。 o 3

1.0(F≤ 2.o 2

2.0(F≤ 4.5

机器类型 探测器位置 影像增强器位置
有自动照射量率控制

(AERC)的透视条件
无 AERC的 透视条件

普通荧光屏 床上 70kV,3mA

影像增强器 X射线 管头

在床上
床上 30cm 距焦点最近 200mm水 70kV,1mA

影像增强器 X射线管头

在床下
床上 距床面 30cm 200mm水 70kV,1mA

影像增强器

C形臂

影 像 增 强 器 前

30cm
影像增强器 200mm水 70kV,1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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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验收检测时 ,应在影像增强器不同放大倍率和不同透视模式 (连续透视、脉冲透视 ;高 、中、低条

件透视等)下进行检测。状态检测和稳定性检测可在常用条件下检测。

10.2 透视受检者人射空气比释动能率最大值

10.2.1 只有使用影像增强器进行透视 ,又有 自动亮度控制系统时 ,才必须测量本参数。

10.2.2 在 10.1.1检测条件下 ,铝板上加一块 2mm厚 的铅板 (或关闭影像增强器),应在各种透视模

式下测量受检者人射体表空气比释动能率最大值 。

10.3 透视荧光屏的灵敏度

10.3.1 可采用测量下限为 0。 01cd/m2的 荧屏亮度计和剂量仪进行检测。

10.3.2 将剂量计的探测器紧贴荧光屏入射面对照射野 (如有滤线栅 ,应 在其后面 )。 以 60kV,3mA
照射 ,测得荧光屏人射面的空气比释动能率 Κ。

10.3.3 在相同照射条件下 ,用亮度计测量荧光屏的亮度 3。

10.3.4 按式(10)计算荧光屏的灵敏度 :

B=乙/K       ⋯⋯⋯¨⋯⋯⋯⋯¨⋯(10)
·

式中 :

B——荧光屏灵敏度 ,(cd/m2)/(mGy/min);

3——荧屏亮度 ,cd/m2;

Κ———荧屏人射面空气比释动能率 ,mGy/min。

10.4 空问分辨力

10.4.1 可采用线对卡进行检测。

10.4.2 对于使用荧光屏透视的 X射线机 ,将测试卡紧贴在荧光屏的人射面上 ,以 70kV,3mΛ 进行

透视 ,从荧光屏上观察并记下能分辨的最大线对数。

10.4.3 对于使用影像增强器透视的 X射线机 ,检测时应将线对卡紧贴在影像增强器的人射屏或放在

检查床上 ,并使显示器中测试卡的线条影像与扫描线的方向成 45°夹角 ,以 最低条件 (约 50kV,1mA)
进行透视。如果出现影像饱和现象 (影像全白),可 以在线对卡上放一块 20mm厚铝板。从显示器上观

察并记下能分辨的最大线对数。

10.5 影像增强器系统的低对比分辨力

10.5.1 可使用由两块 18cm× 18cm× 2cm的铝板和一块 18cm× 18cm× 0.8mm的铝板 ,中 间有

两排直径为 1.5mm,3mm,5mm,7mm的 圆孔的铝板组成的低对比度分辨力测试板进行检测。

10.5.2 将低对比度分辨力测试板放在 X射线管和影像增强器之间 ,调整显示器的亮度对比度 (如无

自动照射量控制时 ,可 同时调整 X射线管电压、管电流),使测试板在显示器中的影像达到最佳状态 ,用

目视法读出测试板孔径最小的孔 (见 10.5.D。

10.5.3 用低对比度分辨力测试板检测时 ,应设置照射野为 10cm× 10cm。 状态检测中 ,如不能分辨

直径为 7mm的 孔时 ,可使用一块厚铝板和带孔的薄铝板再重复测量一次 ,这 时 ,圆孔与其周围是对 比

度由 2%变为 4%。

10.6 影像增强器的人射屏空气比释动能率

10.6.1 在 X射线管组件出线 口放置一块厚 1.5mm的铜板 ,将照射野设置为最大 ,影像增强器距焦

点最近 (影像增强器在检查床上方时距检查床面 30cm)。 将探测器紧贴在影像增强器人射屏前 ,在 自

动亮度控制条件下 ,测量空气比释动能率。如无亮度 自动控制系统 ,则 在 70kV,l mA条 件下测量。

10.6.2 上述测量应在影像增强器前无滤线栅的条件下进行 ,如有滤线栅 ,应对测量结果进行校正 ,一

般可以除以 2。

10.7 影像增强器系统的自动亮度控制系统(ABC)

10.7.1 将一块厚 zO mm的铝板放在检查床上 ,照射野调节到略小于铝板。在 自动亮度控制条件下 ,

用亮度计测试监视器的荧屏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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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增加一块 l。 5mm厚 度铜板 ,在不改变照射野尺寸、监视器亮度及对比度等控制旋钮状态条件

下 ,再测量监视器荧光屏亮度。

10.7.3 改变照射野尺寸 (约为原尺寸的一半),测量监视器荧屏亮度。

10.7.4 上述步骤中 ,如 该系统通过改变管电压 自动调节亮度 ,则应检测低管电流 (例如 1mA)和 高管

电流 (例如 4mA)两种情况下的管电压值及荧屏亮度。如该系统通过改变管电流 自动调节亮度 ,则 检

测 80kV时的电流补偿情况。

10.8 透视的照射野尺寸及中心对准

10.8.1 对于采用荧光屏透视的 X射线机 ,其测定程序为 :

o 将荧光屏推到距检查床最近处 ,将照射野设置为最大。这时 ,照射野应小于荧光屏 ;

b) 在透视条件下 ,慢慢将荧光屏往远处拉 ,当 最大照射野等于荧光屏大小时 ,锁住荧光屏位置。

测量床面板到荧光屏后面板 (与受检者身体接触的平面)的距离 ;

⊙ 将照射野缩小到 1.5cm× ⒈5cm,测量照射野中心到荧光屏中心的距离。

10.8.2 对于采用影像增强器透视且 X射线管在床下的 X射线机 ,其测定程序为 :

o 核查影像增强器与床下的 X射线管组件 ,观察两者是否同步移动 ;

b) 将准直测试板放在影像增强器前 ,板与影像增强器之间留有可放人一胶片盒的空隙 ;

⊙ 将影像增强器放到距床面最近处 ,照射野设置为最大 ,在 透视条件下 ,将影像增强器的中心对

准测试板的中心 ,锁定影像增强器 ,从显示器观察影像中的最大刻度 ;

d) 在测试板与影像增强器之间放置一块装有胶片的 ⒛ cm× 25cm的胶片盒 ,在 透视条件下照

射适当的时间 ,使 冲洗后的胶片光密度为 0.5~2.0;

e) 比较胶片影像的照射野尺寸与显示器中看到的测试板刻度 ;

D 将影像增强器拉倒距床面最远处 ,改用 25cm× 30cm的胶片盒重复上述测试。

10.8.3 对于 C形臂或影像增强器在床下的 X射线机 ,其测定程序为 :

o 将准直测试板放在影像增强器上 ,设置焦点到影像增强器的距离为最近 ,照 射野设置为最大 ,

在透视条件下 ,将影像增强器的中心对准测试板的中心 ,从显示器中观察影像中最大刻度 ;

b) 在测试板中心与影像增强器之问放置一装有胶片的 20cm× 25cm胶片盒 ,在 透视条件下照

射适当的时间 ,使 冲洗后的胶片的光密度为 0.5~2。 0;

⊙ 比较胶片影像的照射野尺寸与显示器中看到的测试板刻度 ;

Φ 将焦点到影像增强器的距离设置为最大 ,重复上述测试。

10.9 X射线透视机中实时摄影 (点片)系统的管电压指示值的偏离、输出量及其重复性、线性、半值层、

曝光时间、有效焦点尺寸、自动照射量控制等参数按 9.1~9.5和 9.8的方法进行检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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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X射线摄影设备的检测项目与技术要求

A。 1 X射线摄影设备的检测项 目及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A。 l和表 A.2的要求。

表 A。 1 X射线摄影设备的检测项 目与技术要求

检测项 目 佥测方法及条倒 验收检测要求
状态检测 稳定性检测 对应

条款要 求 周期 要求 周期

管电压指示的偏离
数 字 式 高 压

检测仪

±5%或 ±5kV
内,以 较 大 者

控制

± 5%或 ± 5kV
内,以较大者控制

1年

输出量 剂量仪 建立基线值 基线值 ±20% 1年
基 线 值

±20%
3个月

输出量重复性 测量 5次 ±10%内 ±10%内 1年 ±10%内 3个月

输出量线性 相邻两档间 ±10%内 ±10%内 1年

有用线束半值层(HVL') kV ≥2.3mmΛ l ≥ 2.3mmΛ l 1年 9.2

曝光时间指示的偏离

扌≥0.1s ±10%内 ±10%内 1年

衫<(0~1 s
⊥2ms内 或

±15%内

±2ms内或

±15%
1年

自动照射量控制响应 (两

种方法选一种 )

影像光密度 士0.3内 士0.3内 1年
基线值

±0.30D
个月

空 气 比 释

动能
±20%内 土zO%内 1年 垦线值±25% 3'↑、月

自动 照射 量 控 制 重 复性

(两种方法选一种〉

曝 光 后 管 电

流时间积读数
平均值±20%内 平均值士⒛ %内 1年

影像光密度 平均值±0.20D睦 平均值±0.20D内 1年

srD值的偏离 ±1.5%内 ±1.5%内 1年

有用线束垂直度偏离 ≤ 3° ≤3° 1」丰 ≤ 3° 3'个月

光野 与 照 射 野 四边 的

偏离
1m sFD 任一边±1cm内 任一边±1cm内 1年

任一边

±1cm内
3个月

光 野 与 照 射 野 中 心 的

偏离
1m srD ≤1cm ≤≤1 ≤ 1

照射野与影像接受器的

偏离
1m SID 任一边±1cm内 任一边±1cm内 1年

滤线栅与有用线束 中心

对准

SID与 会 聚

式 滤 线 栅 会

聚距离一致

中心点密 度最

高 ,两 边 密 度

对称

中心点密度最高 ,

两边密度对称
1年

有效焦点尺寸 星卡或线对卡 见附录 A表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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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标称焦点尺寸的允许值

标称焦点尺寸 F
mm

焦点尺寸允许值

mm

宽 长

o.10-0, o。 10~0.15

o.15 o.15冖 0̌.23 o.15~0.23

o。 2 o.20'ˇ 0.30 o。 20冖 0̌.30

o。 25 o。 25'ˇ 0.38 o.25-0.38

o.30'ˇ 0.45 o。 45-0.65

o.碴 0冖 0̌.60 o.60冖 0̌.85

o.50冖 0̌.75 o。 70'ˇ 1.10

0.60-0.90 0.90~1.30

o。 70冖ˇ1.10 1.00冖 1̌.50

o.80冖 1̌.20 1.10'ˇ 1.60

o.90-1.30 1.30-1.80

1~o l。 00冖 1̌.40 1.40-2.00

1.1 l,10冖 1̌.50 1.60冖 2̌.20

1.2 1.20'ˇ 1.70 1.70-2.40

1.30-1.80 1.90冖 2̌.60

1.40'ˇ 1.90 2.00-2.80

1.50-2.00 2.10-3.00

1.60-2.10 2.30-3.10

1.70'ˇ 2.20 2.40冖 3̌.20

1.80'ˇ 2.30 2.60^ˇ 3.30

1.90冖 2̌.40 2.70冖 3̌.50

2.00冖 2̌.60 2.90冖 3̌.70

2.20冖 2̄.90 3.lO-4。 00

2.近 0冖 3̌.10 3.40冖 4̌。 40

2.60'ˇ 3.40 3.70冖 4̌.80

2.80冖 3̌.60 4.00^ˇ 5.20

3.00冖 3̌.90 在.3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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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X射线透视设备的检测项目与技术要求

B。 1 X射线透视设备的检测项 目及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B。 1、 表 B。 2和表 B.3的要求。

表 B。 1 X射线透视设备的检测项目与技术要求

检测项 目 检
吧刀以嗌条件

验收检测 获个聋测 稳定性检测 对应

条款、Ι霁求 珈 要 求 周 期

透视受检者人射体表空

R亻军J剩
迦唯

/
≤≤50 斌 1弑

户油形‰器 ≤25 ≤≤25 ˇ

`≤

25 半 年

弘 锯凵 0■ `\\
透视荧光屏灵

cd/rn2

mGy/min γ
`
渥

1年

`
l
ˉ

Ⅰ

`
`
ˉ

Ⅰ

高对比分辨力

1p/mm
Ⅱ

E
透视荧 1年

影像增no

=
日

1年 ±2( ‘基纟 置 半 年

低对比分辨力

对 比 歹

试卡 ~ 1年 L5% 半 年

低对 比

试板 巳
7罗 1年

#%,艹
m 半 年

晕了哼罩髯
邑翁
射痴
乓
t:k 1∶

∶∶∶丿丿
′̀/{

,uη

、
影像增强器系统亮度 自

动控制 2 ≤±30%

基线值
半 年

照射野与影像接受器 中

心偏差 \ 酬 /
最大照射野与普通荧光

屏尺寸相同时的台屏距 ≤≤250

透视影像小于影像增强器

mm
≤ 10

透视方形野的长和宽
不得超过影锈

接受区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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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2 形像刂强器系统的空间分辨力要求

表 B。 3 形仃坩强畲Ⅱ大入射屏前空气比秤动能率

肜像嘈强器辖人屏尺寸

mm
350 310 230 150

水平中心分辨力不小于

lp/mm

钐镓坩强器枋人射屏直径

mm
230

人射屏前空气比释动能宰

uGy/min
6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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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 料性附录)

若干检测配件和检测方法示意图

若干检测配件和检测方法示意图见图 C.1~图 C。 8。

购
∞
叫̄
凵
凵

图 C。 2 检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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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 C。 3 光野与照射野偏离

囡 C。 4 照射野尺寸与形像接受器面积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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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祝床面

形伫按受

曰 C。 6 sΙD捡曰几何位Ⅱ示意曰

·∶ ● ● ● ● ●

囡 C。 7 漶线栅中心对准检曰板 (孔径 10mEn,孔阎距 ⒛ ⅡⅢ )

图 C。 8 沱线打中心对准检曰装王摆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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