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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全國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教師研討會

牙科醫學影像研討

主辦單位：慈濟科技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臺大醫院牙科部

研習日期：104年12月19日(星期六)
研習地點：臺大醫院牙科部研究大樓4樓405室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9:00~09:30 學員簽到09:00 09:30 學員簽到

09:30~10:00 開幕式主持人：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黃敏雄 理事長

丁秀婷 醫事放射師10:10~11:00 牙科放射線攝影－口內片攝影 丁秀婷 醫事放射師
新光醫院牙科部

11:10~12:00 Extraoral Radiographic 
Examination

陳木熊 醫事放射師
臺大醫院牙科部

12:00~13:00 午餐

13:10~14:00 牙科放射臨床業務與其他科的差異 顏嘉慧 醫事放射師
馬偕醫院牙科部

14:10~15:00 牙科電腦斷層dental CT－
容積式電腦斷層掃瞄器

張淑芬 醫事放射師
長庚醫院牙科部

15:10~15:30 研習成效綜合討論：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黃敏雄 理事長15:10 15:30 黃敏雄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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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牙科放射線攝影 

口內片攝影 
 

丁秀婷 醫事放射師 
(新光醫院牙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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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秀婷

新光醫院牙科部放射師

28332211#2170

牙齒編號及位置

國際聯盟
FDI記憶法

口內片
Periapical film(PA)根尖片
Biet-Wing film咬翼片
Occlusal film咬合片Occlusal film咬合片

Intraoral Film Size
 Include：

Size0：22mm*35mm Size1：24mm*40mm

Size2：30.5mm*40.5mm Size3：27mm*54mm

Size4：57mm*76mm

Intraoral Film Size
The size 0 

It is smallest one , used for 
small children(PA and B.W).

Intraoral Film Size
The size 1 

It is used examine the anterior 
teeth in adults(PA).

The size 2 

It is the standard film usedIt is the standard film , used 
examine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tooth in adults(PA and 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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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oral Film Size
The size 3 

It is larger and narrower than size 2 
film.  

It is shows all the posterior tooth 
on one side of the arch in oneon one side of the arch in one 
radiography.

Intraoral Film Size
The size 4

It is used for Occlusal film.

Occlusal film is used to show large 
areas of the maxilla or the mandible

Intraoral Film Speed (Analogy)
The D-speed to F-speed film are used 
for intraoral radiography.

The F-speed requires 60% of the 
exposure time of the D-speed film .

Intraoral Film (Analogy)
Auto dental X-ray film processor.

The Protable dark room.

Intraoral Film infection   
control
 Intraoral film needs infection control 

before the intraoral examine.
PSP

CCD

Periapical film(PA)
Purpose and Use：
 Crowns and roots of the specific 
tooth including the apices and the 
surrounding structure ,must be seen 
on one image.

 To evaluate caries
periodontosis, periodontosis ,

apial lesions , 
calc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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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aralleling Technique
Principles：
 The receptor is placed in the 
mouth parallel to the long axis of 
the tooth.

 The central ray of the x-ray beam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receptor 
and long axis 
of the tooth.

PA-Paralleling Technique
Principles：
 An increased target-receptor 
distance (16in ≒40cm) is required.

 A beam alignment
device must be used to keep the 
receptor parallel with the long axis 
of the tooth.

 The patient cannot hold the receptor
with hand in this manner.

PA-Paralleling Technique
Principles：

Which one is 

right？

Error image 
well be？
Elongated or      
Foreshortened

PA-Paralleling Technique
Principles：

Which one is 

right？

PA-Paralleling Technique
Beam alignment device(RINN)：
 Used to position the receptor 
parallel to the long axis of the 
tooth.

 Include plastic bite-bolcks

plastic aiming ring

metal indicator arms.

PA-Paralleling Technique
Beam alignment device(RINN)：
 The Xtra intraoral receptor holder 
is color coded for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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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aralleling Technique
Hard Palate (roof of the mouth)：
 Parallelism between the receptor and 

the long axis of the tooth is difficult 
to accomplish in patient with a hard 
palate.

 If the lack of parallelism If the lack of parallelism
between the receptor and 
the long axis of the tooth
dose not exceed 20 °,the 
resultant image is generally
acceptable.

PA-Paralleling Technique
Posterior receptor placement：

PA-Bisecting Technique
Principles ：
 The receptor contacts the crown of 
tooth are formed an angle by the 
receptor and the long axis of tooth.

 The receptor must be place along the 
surface of the tooth with patient's 
hand.

PA-Bisecting Technique
Principles ：
 Imagine a plan that divides in half 
or bisect the angle ,termed the 
imaginary bisector..

 The central ray perpendicular to the 
imaginary bisect.

PA-Bisecting Technique
Vertical angulation：
 List recommended vertical angulation
ranges for the bisecting technique. 

Maxillary 
Teeth

Mandibular
TeethTeeth Teeth

Canines +45 to +55 -20 to -30

Incisors +40 to +50 -15 to -25

Premolars +30 to +40 -10 to -15

Molars +20 to +30 -5 to 0

PA-Bisecting Technique
Incorrect angulation (Vertical)：
 Elongated
 Foreshort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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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Bisecting Technique
Incorrect angulation (horizontal )：
 Central ray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curvature of the arch and through 
the contact areas of the teeth.

 Orverlapped

PA-Bisecting Technique
Incorrect angulation ：
 Images

 Conecut

Biet-Wing film(B.W)
Purpose and Use：
 B.W-image includes the crown of 
maxillary and mandibular teeth.

 To detect interproximal caries
that terms contact area. 

Biet-Wing film(B.W)
Purpose and Use：
 Are useful in examining crestal bone 
levels between teeth.

Biet-Wing film(B.W)
Principles ：
 The receptor is placed in the month 
parallel to the crowns of both 
maxillary and mandibular teeth.

Biet-Wing film(B.W)
Principles ：
 The receptor is stabilized when the 

patient bites on the 
bite-wing tab or the 
bite-wing beam 
alignment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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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t-Wing film(B.W)
Principles ：
 Central ray of the x-ray beam is 
directed through the contacts of 
teeth , using a vertical angulation
of +10°.

Biet-Wing film(B.W)
Correct horizontal angulation ：
 With correct angulation the contact 
area on the exposed image appear 
｀opened＇and can be examined for 
evidence of caries.

Biet-Wing film(B.W)
Vertical biet-Wing ：
 Vertical biet-Wing image can be used 
to examine
the level of
alveolar bone.

 The routine examine The routine examine
will be 4 times for
full mouth. 

Occlusal film
Purpose and Use ：
 Detecting the presence of unerupted
canines, supernumerary teeth and 
odontomes.

Occlusal film
Purpose and Use ：
 Assessment fractures of the anterior 
terthin trauma cases.

Occlusal film
Purpose and Use ：
 Detection calculi in the 
submandibular salivary 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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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lusal film
Principles ：
 The receptor is placed in the month 
between the occlusal surfaces of the 
teeth.

 Patient gently biting on the film

Occlusal film
Type of occlusal film (Maxillary)：
 Upper standard occlusal

Occlusal film
Type of occlusal film (Maxillary)：
 Upper oblique occlusal

Occlusal film
Type of occlusal film (Maxillary)：
 Upper Vertex occlusal

Occlusal film
Type of occlusal film (Mandible)：
 Lower 90 degrees occlusal

Occlusal film
Type of occlusal film (Mandible)：
 Lower 45 degrees occlu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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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lusal film
Type of occlusal film (Mandible)：
 Lower oblique occlusal

Occlusal film
Images：

Reference

謝謝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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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Extraoral 
Radiographic 
Examination 

 

陳木熊 醫事放射師 
(臺大醫院牙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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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oral 
Radiographic
Examination 

陳木熊

臺大醫院牙科部醫事放射師

hsiung@ntuh.gov.tw

Intraoral image receptors

IP 

CCDFILM CCD CMOS

Intraoral image receptors

3

Film

Image

Development

Direct Digital

X-rays

Film

X-rays

Sensor
Computer 

ScannerImaging Plates Computer 

Indirect Digital

X-rays

Extraoral Radiographic Examinations

• Panoramic Radiograph

• Skull Projections

• Mandibular Oblique Lateral Projections

•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View•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View 

• Hand-Wrist Films

Purpose and Use

• To evaluate large areas of the skull and jaws

• To evaluat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 To evaluate impacted teeth

• To detect diseases lesions and conditions of• To detect diseases, lesions, and conditions of 
the jaws

• To examine the extent of large lesions

• To evaluate trauma

• To evaluate the temporomandibular join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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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oral Radiographic Unit Extraoral Film

Size
• 5”  x 12” – Panoramic

• 6” x 12”  – panoramic

• 5” x 7”    – TMJ

• 8” x 10”  – Skull、Cephalometric                       

Cassette

flexible rigid

PHOSPHOR  PLATE 
ADD ON / RETROFIT CCD

Schick Technologies CDRPan

INTEGRATED DIGITAL

Eastman Kodak RVG 8000

Gendex Orthoralix 9200 DDE

GE Dental OP 100D

Planmeca ProMax/Dimax3
and Proline/Dimax3

Soredex ScanoraD and Cranex
E lD

DIGITAL PANORAMIC OPTIONSDIGITAL PANORAMIC OPTIONS

DenOptix (Gendex)

Paxorama and DEXpan
(Orex)

Digora PCT (Soredex)

ScanX (Air Techniques) 

Eastman Kodak Digipan

Signet DXIS

Dent-X Eva Ortho Pan

Lightyear Digital Panoramic

ExcelD

Morita Veraviewepocs 5D

Sirona Orthophos DS

Owandy I-Max

Panoramic Radiography

Advantages
• Broad anatomic coverage
• Low patient radiation dose
• Convenience of the examination
• For patients can not open mouth
• Less time:3 - 4 minutes• Less time:3 - 4 minutes

Disadvantages
• Image quality
• Ghost images
• Overlapped images of teeth
• Superimposition
• Overuse
• Cost

intraoral
collimation

panoramic
coll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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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s the Image Made? Panoramic Radiography

Reference Line

Frankfort Plane: represented by a line from 
the inferior border of the orbit to the top of the 
external auditory meatus

Anteroposterior Plane : Image Layer

Midsagittal Plane: divides the head into 
right and left halves. 

Head Positioner

FP

forehead

lateral head support 

teeth in notch of bite block

FP

MSP

Chin rest

Frankfort Horizontal Plane Midsagittal 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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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roposterior Plane

Biteblock

Implant

21 22

Carotid Artery Calcification

angle of
mandible

external
carotid
artery

hyoid

internal
carotid
artery

atheroma

common
carotid
artery

bifurcation

TMJ Panoramic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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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ull Projections

• Lateral skull projection 

(Lateral Cephalometric projection)

• Posteroanterior (PA) projection

• Waters’ projection

• Reverse-Towne’s projection

• Submentovertex projection

Reference Line

• Frankfort Horizontal Plane

• Canthomeatal line (Orbitomeatal line;OML)

26

Cephalometric Projection

• Cephalometric radiographs are used (especially 
by orthodontists) to assess facial growh

• It is used in oral surgery and prosthetics to 
establish pretreament and postreament recordsestablish pretreament  and postreament records

• The soft tissues of the patient’s profile must be 
visible on the film

Head Positioner/Film Holder

Cephalostat

28

cassette
holder

head positioner

Head Position

The head should be positioned with the left/right side of 
the face near the cassette and the midsagittal plane 
parallel with the plane of the film 

film at set distance from MSP
film horizontal

extraoral x-ray
unit

MSP

floor

MSP

Soft Tissue Filter/Wedge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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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ing

32

Anatomical landmarks

N

S

Me
Gn
Pog

B
L1a

L1e
U1e

ANS
A
U1a

Or

S

Po

Ar
Ba

PNS

UM
LM
Go

Landmark identification & 
measurement

Linear and  angular measurement

Landmarks identification

www.dolphinimag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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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Post--op 5 m/oop 5 m/o
Lateral cephLateral ceph

Measurement Original→P
ost tx data Norm

SKELETAL
SNA 83 81.5 ° ± 3.5
SNB 81→80 77.7 ° ± 3.2
ANB 2 →3 4.0 ° ± 1.8
NAP 4→5 5.1 ° ± 3.8

SN-FH 10 5.7 ° ± 3.0
SN-MP 46 47 33.0 ° ± 1,8

UFH/LFH 44/46 45% / 55%
VECTOR

AB 2→4 6.5
UL 3→4 2.5

2015.05.02

37

AU -8→-8 -4
BL -7 -8 -8

JAW TRIANGLE
∠1 38→40 31.2° ± 2.0

Mx/Mb 68 77.8 ± 3.9
DENTAL 

U1-SN 113→111 108.2 ° ± 5.4
U1-L1 115 →120 119.9 ° ± 8.5
L1-MP 85 87 93.7 ° ± 6.3
U1-NP 10 6.4 ± 2.7mm

SOFT TISSUE
FCA 3 7 9.7° ± 4.9
NLA 82 90 93.6 ± 9.8

Initial to post-OP 5M/O overall superimposition

Superimposed on S and anterior cranial base structures

1. Mandible setback 15mm (Pog)

• Lower incisors backward 11 mm

2 MPA increased

38

38

——— initial              2014-01-18 (0M)
——— Post-OP 5m    2015-05-04 (17M)

2.

PrePre--treatment treatment panoramic Xpanoramic X--rayray
2013-04-16

3939

• #18,#28,#38,#48 impaction

• No abnormal findings of TMJ morphology

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 (OSAHS)

Submentovertex Projection

The Submentovertex (SMV) projection also called the base or 
full axial projection 

It is used to detect fractures and displacements of the   
zygomatic arch

floor

MSP

extraoral x-ray unit

floor

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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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s Projection

The Waters ’ projection also called the

“occipitomental projection”

It is particularly useful for evaluating the maxillary sinuses

MSP

floor

extraoral x-ray 
unit

tip of nose 1” from
cassette

CR

FP

Posteroanterior Projection

• This projection is used to examine the skull for disease, trauma, or 
developmental abnormalities

• It also provides a good record for detecting progressive changes in 
the mediolateral dimensions of the skull, including asymmetric 
growth

FP

floor

MSP

extraoral x-ray unit

PrePre--treatment Ptreatment P--A cephA ceph

Chin deviation to L’t 4mm

2013-08-14

4545

Upper dental midline: to L’t 2mm
Lower dental midline: to L’t 2mm

Reverse-Towne Projection

It is used to examine radiographically a patient 
suspected of having a condylar fracture of the 
neck

head tipped down
mouth open

extraoral x-ray
unit

floor

MSP

CR

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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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ral Jaw Projection 

• Body of mandible projection 

• Ramus of mandible projection 

Body of mandible projection

Copyright © 2009, 2006 by Saunders, an imprint of Elsevi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amus of mandible projection

Copyright © 2009, 2006 by Saunders, an imprint of Elsevi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Hand and Wrist Films 

Bones of hand and wrist are all good indications of skeletal 
maturation because there are many centers of ossification in these 
areas: The findings are compared with reference standards

Conventional Tomography

• Linear (the simplest)

• Circular

• Trispiral

• Elliptical

• Hypocycloidal

Hypocycloidal Vs Spiral Tom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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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 & Sagittal-Sectional Surgical Stent

Questions?

Have a Nice Day!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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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牙科放射臨床業務與
其他科的差別 

 

顏嘉慧 醫事放射師 
(馬偕醫院牙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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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放射臨床業務與
其他科的差別

馬偕醫院 牙科部

顏嘉慧 放射師

28094661*2445

牙科放射師的工作介紹

病人屬性

輻射劑量與防護

健保制度健保制度

兒童牙科

根管治療科

總結

你對牙科的認識有多少??

牙科這個工作環境如何??
你覺得牙科放射師這個工作跟三大科比很簡單,很輕鬆?!

牙科放射師的優點:

a.大多固定白班,不用輪三班
b.不用搬病人

工作單純( 兩個人不會分派系)c.工作單純(一兩個人,不會分派系)
d.不用再讀書(大多只會用到三種機器)
e.更不用寫報告或論文
f.看牙方便
e.!@#$%.....

牙科總共分為九大次專科:
口腔顎面外科  口腔黏膜診斷科

你對牙科有多了解?

口腔顎面外科. 口腔黏膜診斷科.
一般家庭牙科.牙髓病科.牙體復形美容牙科.
補綴科.牙周病科.齒顎矯正科.兒童牙科

牙科配置有哪些x光攝影機?牙科配置有哪些 光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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錐狀射源牙科專用X-光攝影機
（Conebeam CT）
牙科專用電腦斷層放射線攝影-Cone 
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可以透過立體電腦影像，利用不同解剖面，可以清楚
看到齒槽骨內部的問題，並可以正確的測量骨頭長度
及厚度，正確知道神經管位置、鼻竇與血管的狀況，
協助醫師掌握足夠的診斷訊息。

全口顎與側顱攝影機

全口顎與側顱攝影機 牙科口內X-光攝影機

牙科放射會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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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口外攝影的困難點

病人要來配合機器

牙科口內攝影的困難點

有異物感會想吐
擦破皮或流血
兒童不配合

牙科病人何種情況需要照x光? 1.舉例來說：一位口腔衛生維持得不好、潔牙時，沒有使用牙
線清潔牙縫的習慣，而懷疑有肉眼看不見的牙縫間蛀牙時，
就會安排根尖片、咬翼片的拍攝。

此外，如果有牙齦流血、發炎或是刷牙時，牙齦會流血，經
過臨床檢查後懷疑有牙周的問題時，也會安排根尖片的拍攝。

2.有些小朋友開始換牙，恆牙萌發有異常，或是青少
年要開始長智齒時，有時候需要確認所有牙齒的狀況，
就需要拍咬合片或環口X光片。
若是因外傷撞到牙齒 會需要拍根尖片或咬合片來輔若是因外傷撞到牙齒，會需要拍根尖片或咬合片來輔
助診斷，決定後續的治療，也常需要作追蹤檢查來觀
察受傷後的後續變化。

3.根尖片、咬合片與環口X光片，所拍攝的影像範圍及
精細度，皆不同，當範圍越小時，精細度會越好，範
圍越大時，精細度會越差。

原則上，若要仔細看少數幾顆牙齒，就拍根尖片，看
較多顆牙齒，則考慮拍咬合片，看全口的牙齒，則考較多顆牙齒 則考慮拍咬合片 看全口的牙齒 則考
慮拍環口X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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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電腦斷層攝影應用於植體評估，主要針對多根植體美觀重要區域，

並能評估骨質密度及傳統影像無法顯示的頰舌側齒槽骨寬度。

比較不同放射線影像的準確性，在垂直方向的測量評估下顎骨高度，

電腦斷層掃描的準確度優於傳統斷層掃描或環口攝影。

在水平方向的測量評估下顎骨寬度。

使用電腦斷層攝影作為植體治療的診斷工具，

能夠彌補其他攝影的不足，幫助臨床醫師術前訂定治療計畫，

有了足夠的診斷資料，也可以增加植牙治療的可預測性。

牙科的病人取向

牙科的病人一定會問的問題

牙科 光的輻射劑量?牙科x光的輻射劑量?

牙醫診療臨床上統計約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蛀牙需
要ｘ光才能偵測出來，遇有根管治療，每顆牙齒治療
從開始到結束至少需二到三張ｘ光，而牙周病的提早
發現治療皆需要全口十四到十八張ｘ光，矯正及大型發現治療皆需要全口十四到十八張 光 矯正及大型
口腔外科手術需照大張頭部照片，有時在植牙時還得
用到斷層攝影，所以為了幫助診斷及方便治療，牙科
ｘ光攝影是很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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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的輻射防護

牙科的輻射防護

牙科的健保制度

牙科的X光已健保總和預算

牙科放射線診療 DentalRadiography

各診療項目所訂點數，包括所需之X光底片，顯影、定影、
速洗、造影 技術費，造影 藥劑費、機器耗損、電費、X光片
整理、判讀及手術等之費用。

1.係指病患間隔一年以上未就診或二年以上未執行本 項，且
經醫師專業判斷疑有鄰接面齲齒或疑似牙周 炎者，醫師得於
主訴處理完畢後擇適當時機執行。
2.申報時應檢附雙側咬翼片BITE-WING(後牙) +至少2 張根尖

年度初診X光檢查
支付點數 600

2.申報時應檢附雙側咬翼片BITE WING(後牙) 至少2 張根尖
周X光攝影(前牙)或至少4張根尖周X光片 （不同部位，後牙
優先）。
3.同次診察內34001C~34004C之X光費用不再另外給 付。
4.病歷中除應記載缺牙部位、牙冠牙橋與阻生齒以及 鄰接面
齲齒齒位及部位外，應記載X光片呈現之診 斷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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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病患在該院所從未執行本項初診診察或三
年以上未就診，且該病患基於醫師之專業判斷，

環口全景X光初診診察
支付點數 600

有施行環口全景X光初診診察之需要，醫師得
於主訴處理完畢後擇適當時機執行。

根管治療
Endodontics

根管治療 ENDODONTICS
附表 3.3.1 根管治療充填達根尖 2MM 申請給付原則
根管治療 Endodontics

1.應檢附至少一張標準照射法之根管充填Ｘ光片，其根尖影
像需明確清楚
2.根尖部份在Ｘ光片可明確清楚的顯示下，牙膠針不得短於
根尖 2mm，亦不得超出根尖。多根管牙齒比照單根管之根尖 2mm 亦不得超出根尖 多根管牙齒比照單根管之
定義，按其充填根管數給付。

3.根管充填的Ｘ光片上必須顯示出根管緻密而均質的型態，
不得有明顯之充填縫隙，並且與原始Ｘ光片相比較，必須
呈現出明顯清創、修形或充填程度之改善。

*根管充填的Ｘ光片上若發現有明顯可以充填而未充填或有
充填而未達本原則標準之根管

牙周病學 Periodontics

申報費用應註明囊袋深度紀錄之病歷影本
及治療前之Ｘ光片(限咬翼片或根尖片)。

牙周病學 Periodon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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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顎面外科 Oral Surgery 口腔顎面外科 Oral Surgery 

需檢附術前Ｘ光片以為審核
（Ｘ光片及局部麻醉費用已內含)

兒童牙科

或

兒童牙科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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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牙科

小孩:配合度差,易吐,緊張,害怕,愛哭
家長:心疼,難過,指責

兒童牙科

=>

根管治療 拍攝步驟

=>

根管治療

從簡單到困難,用1到10來表達

牙科x光的難易程度

當牙科放射師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工作

總結

了解如何照射的方法

學習與病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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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牙科電腦斷層dental CT
容積式電腦斷層掃瞄器 

 

張淑芬 醫事放射師 
(台北長庚紀念醫院牙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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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電腦斷層 dental CT

Volumetric ScannerVolumetric Scanner    

容積式電腦斷層掃瞄器

The Advantages of     

Cone Beam Volumetric Tomography
新牙科電腦斷層CT採用Cone Beam 圓錐體容積式斷層攝影法

牙科全口及側頭顱X
光機光機

全口及斷層X光機

82
00

84
5/

M
ay

 9
9

3D Volumetric vs. 2D Imaging

2D & 3D 
(Volumetric) 影

像的差別

以2D影像來檢閱，
字母會重疊在一起，
令細節部份非常難
閱讀

使用3D影像，就像
是在讀取任何一個
切面，可以既清楚
又正確的做判斷

圖中所顯示的4張
玻離片，上面各
有一個字母

Limitations of  Two-Dimensional X-rays

2D 影像經常
會給予不完
全的訊息

我們可以看
見影像拿著
香蕉

2D X-ray 照射的極限

全的訊息…

若 X-ray 光源
在這個位置

香蕉，

卻看不見她
同時也拿著
鳳梨

每一個平面影像只能提供部份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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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光源

Limitations of  Two-Dimensional X-rays

2D X光照射 的極限

2D 影像經常 若 x-ray 光源
在這個位置，
我們就看得見
鳳梨，而看不
見香蕉

每一個平面影像只能提供部份的訊息

2D 影像經常
會給予不完
全的訊息…

Computed Tomography (CT)

傳統式電腦斷層攝影法

傳統的 CT (CAT Scan) 

使用的是很窄的外開光束。

此光束在病患頭部旋轉此光束在病患頭部旋轉，

每轉一次取得一個環繞中

心軸的切片影像。

若要掃描整個頭部，就須要許多次的旋轉

代表長時間的曝露X光,輻射劑量很高。

並且牙科口內常有假牙與銀汞填充物，高輻射
劑量常造成散射干擾。

缺點：

泛指以電腦資訊技術，所建立之物體剖面圖稱之。

CT種類

• X光CT (X ray CT)

• 超音波CT (Ultrasonic CT)

電阻抗• 電阻抗CT (Electrical Impedance CT, EICT)

• 單光子放射CT (Single photon emission CT, 
SPECT)

• 核磁共振 CT (Magnetic resonant imaging CT, 
MRICT)

CT原理

身體組織的CT值
第一代CT掃瞄系統

缺點：掃瞄
時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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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CT掃瞄系統

為加速掃瞄，
採用平版式，
平版上有多
個X光偵測
器。

第三代CT掃瞄系統

以凹平片取代
平版，X光源
與偵測器垂直，
因此系統不用因此系統不用
平移，
減少掃瞄操作
時間。

第四代CT掃瞄系統

原理與第
三代相同，
但偵測器
不用移動不用移動。

第五代CT掃瞄系統

X光源置於
外側，並採
多組光源多組光源，
因此不用旋
轉光源，
可掃瞄心跳
等動態剖面
圖。

醫科各廠商 CT

電腦斷層X光機

how CT works…

Godfrey Hounsfield

Nobel prize in Medicine, 
1979

Allan Corm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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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ors

x-ray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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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影像資料 照射影像資料

照射影像資料 影像資料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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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Voxels (Volume elements) Voxels (Volume elements)

density:
0 - 4095

≈ 100 million voxels (200 Mb)

400
slices512 x 51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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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e Beam CT

圓錐形容積式電腦斷層攝影法

Cone Beam CT, 使用
圓錐型的光束。如此
便可以在一次的旋轉
照射整個區域

大量的減少了照射時間與輻射的劑量!!

CT

CT cone-beam CT
(CBCT)

cone-beam CT
(CB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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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電腦斷層X光機
（牙科 CT )

Components

掃描系統共有4個主要
的部份:

1. The Scanner Unit—
掃描機

2. The Patient Table—
診療床或座式椅

3. Scan Workstation—
掃描電腦工作站

4. Reconstruction 
Workstation—
資料重組工作站

座椅式

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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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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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ing the Patient

利用前方與側方的
定位雷射光，加上
前方與側方的偵測
點 -- 使得為病患
定位快速又簡便

Performing the Scan

整個掃描會在
18秒中完成。

X光照射時間
只有5.4秒

在360度旋轉每一度照一張的情況下，總共拍攝360張影像

輻射劑量比較表

廠牌機型
有效劑量 uSv
(ICRP tissue weights – 2005)

相對全口劑量 uSv
(ICRP tissue weights – 2005)

Panoramic (Digital) 13.0 1

NewTom 3G 56.5 4

I-CAT 101.5 8

MercuRay 1037.8 - 562.2 79 - 43

CT Mandible 2426 186

CT Maxilla 1031 79

Smart Beam

可 自動依照病
患的骨質密度
調整照射劑量!

這代表了一個幼童可避免約40%的成人劑量。而成人劑量已經比其他廠牌有
大量的減低。其他系統不論病患體型，皆給與相同的劑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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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3D Digital Volume

掃描完成後 軟體便會將360掃描完成後 軟體便會將360
張影像重組成一個3D的影
像，來模擬病患的骨架

Reconstructed 
Volume

重組的空間範圍

Volume

重組的空間是由一系
列的橫切面組合而成

每個橫切面的厚度可設定為

0.1 mm 至5mm

12” (英寸) 大尺寸

具備 (12”, 9”, 6”) 三種尺寸 感應器

Multiple Fields of View (12”, 9”, 6”)

9” (英寸) 標準尺寸

具備 ( 9”, 6”) 二種尺寸 感應器

Dual Fields of View  (9”, 6”)

12” Field

8.5” Volume

Multiple Fields of View

數種不同大小的視野

9” Field

5.83” Volume

6” Field

3.8” Volume

9” Fi ld

12” Field

9” Field

6” Field

Coronal Views

縱向頭顱切片

12” Field

9” Field

6” Field

Sagittal Views 
側頭顱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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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ield

9” Field

6” Field

Skeletal Views 
正面頭顱立體照

Volumetric   
Scanner

掃瞄一次便可擁
有無限張的影像!

Axial Images

橫切影像 Sagittal Images

縱切影像 (前後)

Coronal Images

縱切影像 (左右)

Series of Cross Sectionals

區域橫切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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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oramic to Cross-Sectionals

全口影像切換至橫切影像操作
( Movie 影片檔 )

Panoramic 

影像

切面厚度可設定
為1mm 至 50mm!

可見明顯的不同

CBCT Panoramic

無扭曲或變形

影像比例為 1:1 Scale

可正確的測量

可見明顯的不同

Conventional Panoramic
(傳統全口影像)

其他組織影像重疊

局部的扭曲或變形

局部的放大

3D    
Imaging!

3D    
I i !Imaging!

Structure Images

顱骨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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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 Tissue 
Imaging

臉型輪廓影像

Orthodontic Imaging

矯正用影像

醫師可藉由一次低
輻射的Scan來建立
一個完整的原始記
錄

Orthodontic Imaging

矯正用影像

Orthodontic Imaging

矯正用影像

Orthodontic Imaging

矯正用影像

Orthodontic Imaging

矯正用影像

                        第54頁，共64頁 
104年度全國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教師研討會(牙科醫學影像研討)



19

Orthodontic Imaging
矯正用影像

Occlusion 
Studies

咬合研究追蹤

Virtual Models

虛擬模型

Effective Transverse 
Dental Expansion

由咬合面影像檢視可幫
助決定牙齒能擴張範圍

Expand

Panoramic Setup

由橫切面影像
來決定實際的
結構上的空間
限制 是否有

Transverse Dimension

Transversal Control

足夠的頰側空間以便
擴大或移動

不足夠的頰側空間

限制,是否有
空間來擴大或
移動

橫切影像可以清楚
的顯示牙冠之間的
空間關係

1
2
3
4
5
6
7

1

2 3

空間關係
4 5

6 7

橫切影像另外可以
測量氣道的大小

Coronal 
Airway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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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 
Sectional 
Airway 

鼻竇影像 上顎後牙區與鼻竇底部之間的關係

是決定如何移動牙齒的關鍵因素

TMJ Imaging

顳顎關節

TMJ  Images

顳顎關節

Implant 

植牙病患影像植牙病患影像

Locating the 
Mandibular Canal

下顎神經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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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顎神經管定位( Movie 影片檔 )

Locating the Mandibular Canal

3rd Molar Study

智齒影像

3rd Molar Study

智齒影像

Sinus Imaging

鼻竇影像

Sinus Imaging

鼻竇影像

Sagittal Airway and Tongue Posture Views

縱切氣道與舌頭相對應關係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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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ittal Airway and Tongue Posture Views

縱切氣道與舌頭相對應關係影像 Sagittal Airway and Tongue Posture Views

縱切氣道與舌頭相對應關係影像

中耳影像

Multi-Plane View 多重切面影像

( Movie 影片檔 )

Panoramic 全口影像 多重橫切面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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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Defined Reports 可自訂的報告表格 Panoramic Report Example

全口報告範例

Panoramic Report Example   

全口報告範例

TMJ Study
Occlusion Study

TMJ & Occlusal Report 
Example

Endo and 3rd Molar Report 
Example

Cephalometrics

3D 立體頭顱影像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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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halometric

傳統側頭顱影像

NewTom 3G

牙科 CT
Cephalometric 

3D立體側頭顱影像

NewTom 3G MIP 模式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 最大強度投影

Cephalometric 影像
( Movie 影片檔 )

區域性放大, 將想
檢視的區域放大

Cephalometric Tracing

將 NewTom Cephalometric 影像
輸入任何外界常用的繪圖測量軟體

Cephalometric Tr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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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影像顏色可選擇影像顏色

Ray Cast 
Cephalometric

影像

Soft Tissue 
Modeling

軟組織重建

軟組織重建 model 修改

Unlimited 3D Imaging

軟體可提供將
部份骨頭移除,
以便檢閱內部
構造

Virtual Modeling 虛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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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ial and 

Axial 3D images

MIP 與
Volume   影像
來檢閱所有牙

科裝置

CBCT的低輻射可
減少因折射而產

生, 不應存在的影
像

Incidental Findings 
意外中的發現

Mandibular Cyst 下顎囊腫

新斷層影像 3D 影像

使用 牙科 CT 在鼻竇中的息
肉與其他不正常的組織可輕
易的被發現

Supernumerary 多餘的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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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ical Follow-Up 手術後追蹤 Severe Mandibular Damage

嚴重的下顎傷害

NewTom 3GNewTom 5G 進化 5G (16 bit ) 影像更細緻清晰 3G ( 12 bit )

區域橫切影像比較

5G 3G
顱骨影像比較

5G  ( 3D 實體影像 ) 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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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halomatrics 3D 影像比較

5G 3G

臉型輪廓影像比較

5G (  影像細緻度提升 ) 3G 

5G 呈現軟組織, 肌肉, 韌帶及血管高解析度影像

New Tom 3G New Tom 5G

1 感應裝置 Image Intensifier CCD 最新一代Amorphous silicon flat panel

2 掃描裝置(S D i ) G t d ti t' t bl t d dj t bl ti t' t bl

New Tom 3G vs. New Tom 5G 規格比較表 ( I )

2 掃描裝置(Scanner Device) Gantry and patient's table open gantry and adjustable patient's table

3 掃描部位 口腔顎面
主要為口腔顎面，但由於open gantry的設計，亦可應用於

掃瞄身體其它部位。

4 照射技術(Technology)
Smart CBCT ( Cone 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

Smart CBCT ( Cone Beam Computed Tomography )

5 掃描一次需轉圈數 1圈(360°) 1圈(360°)

6 掃瞄時間(Scan Time) 36秒 18秒

7
實際X光放射時間(Emission
Exposure Time)

≦5.4秒 ≦5.4秒

8 軟體(Software) New Tom (NNT) New Tom (NNT)

9 灰階(Gray Scale) 12 Bit 16 Bit

10 重建時間(Reconstruction Time) ≦4分鐘 ≦3分鐘

11 偵測器 ( DETECTOR ) 1000*1000 pixels 1920*1536pixels

12 定位方式 ( POSITIONING ) 雙雷射與軟體(Double laser and software) 雙雷射與軟體(Double laser and software)

New Tom 3G vs. New Tom 5G 規格比較表 ( II )

13 電源 ( ABSORBED POWER ) 230V~ (±10%) 50 / 60 Hz (±1%) 4A max 230V~ (±10%) 50 / 60 Hz (±1%) 4A max

14 最大Kv值 ( Kv-MAX ) 110 kV 110 kV

15 最大mA值 ( mA-MAX ) 15 mA 20mA對影像灰階對比更好

16 劑量增強模式(Boost) 無 可針對不同頭顱做劑量加強

17 照射平台
平躺式-單一平面

(升降為電動式，水平為手動調整)

三節座椅平躺式

(上升，傾仰，水平皆為電動，內建二組設定模式)

18 照射模式 標準模式(三種照射範圍可供選擇)
標準模式(四種照射範圍可供選擇)、高解析度模式(三種照射範

圍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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