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統乳房攝影品保作業

沈里國

SHEN

乳房攝影為早期偵測乳癌之重要工具之一，
所獲得影像品質之好壞，也進而影響醫師
臨床診斷之敏感性與特異性。
影響臨床乳房攝影影像品質和乳房劑量之
因素很多，包含技術層面及設備層面 ，
藉由常規性品質保證測試之執行，以確保
儀器各方面均維持在一定品質，獲得具有
高診斷價值之乳房攝影影像。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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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乳房攝影
非年度品保檢測作業

SHEN 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標準

傳統乳房攝影非年度品保公告項目

SHEN

項次 校驗項目 頻次 結果或誤差容許值

一 洗片機品管 每日 一 中光密度值與其基準值之差異為 以下
二 光密度差值與其基準值之差異為 以下
三 底片基底與霧化光密值之總合為基準值

加 以下

二 假體影像 每週 一 標準乳房假體影像中心之光密度值為 以上，
且其變動與其基準值之差異小於

二 壓克力圓盤內外光密度之差值與其基準值之差
異變動為 以下

三 標準乳房假體影像中模擬物分數：纖維 分以
上、鈣化點群 分以上、腫塊物 分以上

三 重照片及廢
片分析

每季 重照片率或廢片率與前次分析之差異超過 時，應
採取必要之改善措施

四 暗房霧化 半年 暗房光源所造成之底片光密度改變為 以下

五 壓迫力 半年 介於 至 公斤重之間或 至 磅之間



暗房的清潔 每日

洗片機的品管 每日

影屏的清潔 每週

假體影像的檢測 每週

暗房的霧化 每半年

傳統乳房攝影
非年度品保檢測項目

SHEN

影屏與軟片密合度 每半年

壓迫 每半年

重照片的分析 每季

閱片箱與閱片環境 每週

定影液殘留的分析 每季

目測清單 每月

傳統乳房攝影
非年度品保檢測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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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影屏清潔

工具：影屏清潔液、沒有線頭的乾淨抹布、
駱駝毛刷 或抗靜電的毛刷 、噴器工具

步驟：
選擇乾境明亮的環境下，檢查影屏表面是
否有污物、灰塵…等
利用上述工具進行清潔並注意不可刮傷影
屏
如使用清潔液擦試需將片匣直立並張開，
讓影屏自然風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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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假體影像

工具：光密度計、乳房模擬假體
頻率：每週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假體影像中心點的背景光密度基準值必須大於1.2，且
其變動與基準值的差異應小於0.20。

(2) 壓克力圓盤內外的光密度差值應至少為0.40，且於基準
值建立後，差值的變動應介於±0.05 之間。

(3) 一旦基準值建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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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假體影像判分結果須至少纖維4分、鈣化點群3分及腫塊
物3分，且於每次測試時分數減少不得超過於0.5。

(5) 若測試結果不符合準則，則應再重覆測試。若重覆測試
的結果仍然不符合準則，則須嘗試以其他測試找出問題的
根源，並採取修正措施。

(6) 若測試結果嚴重異常時，應停止進行診斷檢查作業。
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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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將假體放在片匣上，左右置中靠近胸壁邊

2.醫院平時進行假體照相時，其壓迫磅數及攝影條件(固定kV)

3.依據其平時照射假體的條件進行照射，然後沖洗底片

4.測量(A,B,C的) OD值。

SHEN



纖維組織：直徑 、 、 、 、 、
斑點組織：直徑 、 、 、 、
種塊模擬：直徑和厚度都漸次縮小 、 、 、 、

Radiation Measurement 公司所生產的 RMI- 156，
或是Nuclear Associates 公司所生產的 18- 220

SHEN SHEN

DD值 (B-A) ≥0.4

C值≥1.4- 2.0

B

假體影像表格
原則上為固定KV，

Auto-mAs
固定同一個片匣

(B-A)基準值
基準值+0.05

基準值-0.05

(C)基準值

基準值+0.2

基準值-0.2

AE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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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體影像表格

≥4

≥3

≥3

mAs 基準值

基準值+15%

基準值-1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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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暗房霧化

工具： 假體、光密度計、軟片、不透明手卡、
計時器

步驟：
在完全沒有漏光和安全燈的情況下進行裝底片
以假體影像步驟照相
在暗房將底片取出，已不透明卡遮住一半，開啟
安全燈後計時 分鐘後沖洗底片
測量霧化和無霧化的 值 兩者相減為 值

標準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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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影屏與軟片的密合度

工具：銅製網屏 網眼每英吋含 條金屬絲 、光密度
計、壓克力片 備用品

步驟：
正常程序裝片，並將片匣置於片匣架上
將銅製網屏放在片匣上方
照相條件選擇
進行曝光並沖洗軟片 值約
距離 公尺處，觀察軟片中密合不良的地方 較黑的部

分
標準較黑的區域最大直徑不超過 公分

細微灰塵可影響約 公分影像
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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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定影液殘留分析

工具：海波量測條卡、海波測試液 醋酸硝酸銀

步驟：
洗一張未曝光的軟片
滴一滴海波測試液於乳膠面上， 分鐘後擦掉
軟片放在白紙上與測條卡比較

標準少於

SHEN

0.01 0.02

0.12 0.05

g/m2

SHEN

0.1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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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乳房攝影
年度品保檢測項目

SHEN

SHEN 輻射醫療曝露品質保證標準

傳統乳房攝影年度品保公告項目
項
次

校驗項目 頻
次

結果或誤差容許值

六 乳房攝影單元組
件檢查

每
年

一 功能正常
二 壓迫厚度之準確性為 公分、再現性為

公分以下

七 準值儀狀況評估 每
年

一 光照野與輻射照野左右側之差異總合、前
側與胸壁側之差異總合為 以下

八 影像品質評估 每
年

一 標準乳房假體影像中心之光密度值為 以
上，且其變動與其基準值之差異小於

九 射束品質的評估 每
年

半值層上下限值

十 乳房入射曝露、
自動曝露控制的
再現性、平均乳
腺劑量與輻射輸
出

每
年

一 曝露值與管電流時間乘積之
變異係數為 以下

二 平均乳腺劑量為 以下
三 輻射輸出率為 或

以上

乳房攝影單元組件檢查
準直儀狀況評估
系統空間解析度評估
自動曝露控制功能評估
增感屏感光度的一致性
假影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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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乳房攝影年度品保項目



假體影像品質評估
管電壓之準確性與再現性
射束品質的評估 半值層
乳房入射曝露、自動曝露控制的再
現、平均乳腺劑量和輻射輸出
看片箱亮度及閱片室照度測量

SHEN

傳統乳房攝影年度品保項目 乳房攝影單元組件檢查

目的
–確認所有的卡榫、制動裝置、角度指示器、光照度、
壓迫板及 光管與影像接收裝置支撐物組件之機械
支援裝置為正確運作。

測試所需設備
–厚度約為 公分之壓克力板 片
–精確度至 公釐之直尺
–光照度計
–家用體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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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壓迫厚度的準確性及再現性

(測量 2、4、 4、 4、 6、8公分的壓克力假體)
尺測量值：
厚度顯示值：壓 20 Kg 再現性為測三次相加之平均值與單次之比較SHEN



最大壓迫力： 25 ~ 45 磅 公斤

量測壓迫板之最大壓迫力

SHEN

管電壓之準確性與再現性

目的:
–確保控制面板所顯示之管電壓峰值之準確
性在 5%之內，並且管電壓峰值再現性的變
異係數小於0.02 。

測試所需設備:
–kVp meter
–在乳房攝影的管電壓峰值範圍內，測量管
電壓峰值的測試儀器之準確度應在±1.5
kVp之內，且其精準度應有0.5 kVp。

SHEN

kVp Accuracy and Reproducibility
kVp meter :RMI 245

Target /Filter Mo/Mo Mo/Rh Rh/Rh
Normal kVp setting 26 28 29

Focal Spot 0.03 1.03 0.03
mAs 6.3 6.3 6.3

1 26.8 27.9 28.5

2 26.6 27.9 28.5

3 26.8 28 28.5

4 26.5 27.8 28.5

Mean kVp 26.675 27.9 28.5

SD 0.15 0.081649658 0

Additional kVp measurement
5
6
7
8
9
10

Mean kV p
SD
Mean kVp - Normal kVp 26 28 29
0.05 x Normal kVp 1.3 1.4 1.45

% Error (± 5%內 )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小於0.02
(SD / Mean kVp)

Measurement kVp values:

Recalculated

0.005623243 0.002926511 0

管電壓之準確性與再現性

SHEN



看片箱亮度及閱片室照度之測量

目的:
–確保乳房攝影診斷及品保用之看片箱亮度足夠，
以及確保閱片房間照度夠低，使得看片環境維持
在最佳狀態。看片箱亮度應不小於3000燭光/平
方公尺(cd/m )。閱片室環境光源照度應小於
50 勒克斯(lux)。

測試所需設備:
–光度測量計
–照度測量計
–可測量看片箱亮度及閱片室照度，此光度測量計
需符合Photographic Imaging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PIMA)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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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亮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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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攝影專用看片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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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亮度計與照度計

SHEN

照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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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亮度計：可以測量自
紫外線到紅外線並含可
見光譜範疇內電磁輻射
強度的裝置。這種裝置
通常是換能器，可以把
光轉換成電流。

光亮度計

3000

50

SHEN

結語

為提高婦女對於早期乳癌的診斷率，高
水準之乳房攝影品質是相當重要的。
乳房攝影品保的實施及作業規範導引的
建立，係確保放射線在不影響醫學診療
價值下正當性的使用，並可減少非必要
之輻射曝露，及適當的降低全民醫療曝
露劑量。
在執行品保的過程，是非常辛苦的。為
保障民眾之健康，有待大家一起努力，
提昇國內乳房攝影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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