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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IEC 976(1989)((Ik!用1}-f力l速器,ft能》和IF' 977( P89 )G I -50 MCV ]}_

用电子加速器性能导则bo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医用电子加速器的性能指标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医疗事业中以治行为日的的医用电户加速器。

    本标准适用于能产生X-辐射和电子辐射的医用电子加速器，其标称能袱为1一50IVIcV， (0f1牺射

源］m处的最大M贫率为0. 001一   1 Gy／二，正常治疗R' r9ki ( N TT) ) (1: 5）一200 cm之1，l，1．、

    本标准适用于配备有等中心机架的医用电子加速器．对非等中心没备的性能和试验｝］’法．J以作适

当修止。

    除非随机文件中有其他规定．本标准适用于在下列条件的环境巾安装、使用的设备；

    a. 温度 15一35〔

    b． 相对湿度 30％一75 ,7 5 %'

    c． 大气压 7 X 10'一11 X 10' Ya(700-1 100 mbar)

    随机文件必须说明运输和贮存的环境条件。

    电源必须符合GB 9706. 1 1{a第1.4 b.2)项的规定。

    电源必须有足够低的内阻使有载和空载的电压波动不超过上5%n.

    注：NTI）为正常治疗距离英之名称的缩‘1，下文同‘

2 术语和引用标准

2门 术语

    ·必须”— 含义为强制要求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应]亥”·－一 含义为强烈推荐而不是 一定要求符介卞杯准的规定‘

    ．．可以”一 含义为允许以某种特定方式达到本标准规定的要术

2.2 引用标准

    GB 9706. 1 医用电人〔设备 第-- N]i 5}通用安全要求

    ZB F91 001 医用电子加速器名词术语

    GB 9706. 5 医用电气设备 能址为1 ̂-50 M CV I用电子加速器专用安全要求

3 性能指标

I， 剂量监测系统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4-09一24批准 ，995一03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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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门 ITr.复性

    }r} IQ性用变异系数表征，对X-辐射和电f辐射，在同 ·辐照条件h,Mht监测计数值与吸收剂-14 M1l

ht优之比的变异系数不得超过0.70n.

    变异系数S按式（1)确定：

                          100   %.几幕巧石＿，
                                              S一 共拼 了、’二二二一－二二二‘-n       .........................。二。．。．．⋯ （1）

                                    R ，一， ”一1

式‘1t:  !Z，一一第i次测址所得到的剂址监测计数优I;吸收剂址测1-it值之比．

    “一 次测、的平均值，，一告，艺。心
      n，一测址次数，n为10次。

    卜文中!l定义为5次测址所得到的剂址监测计数值与吸收剂址测址仇之比的平均值。

3.1．2 线性

    对X-辐射和电f辐射的每档能址，在随机文件规定的吸收剂址和吸收剂址率的范IV内，吸收剂+,r

测以值一与剂址监测计数值的关系必须为线性，其最大偏r不得超过士2 0/u .

3.1.3 随设备角度位，'1'i的变化关系

    对X-辐射和电子辐射，在机架及限束系统的全部角度范1111内。It的最大俄Ej最小俏之羌I-.平均值

之比不得大于3％0

3.1.4 随机架旋转的变化关系

    对具有移动束治疗的设备，在X一辐射和电f -辐射两种辐射方式一F ,在机架旋转的全部角度范围I)J ,

，机架连续通过不同扇面所测得的厦与3. 1. 3 11，机架静1卜在不同角位所测得的尺最大值和最小仇之

17．术平均值之间的偏差均不得超过士2％..

3.1.5 随辐射野的变化关系

    随机文件中必须规定．对x-辐射和电户辐射，5 cm X 20 cm的辐射野与20 cm X 5 cm的辐射野所测

得的11 Ift之［RIJ A大偏差的额定值（若址大辐射野小_f: 20 cm X 20 cm，则取最大1̀、 t'}}

I，．6 稳定性

3.1．6.1 高剂址辐照后的稳定性

    对X-辐射和电f辐射，在正常治，rVli.离处进行100 (*y或是以最大吸收rid 1it率运行30 min的．i’．’］剂
          、。，‘⋯ ～二r，L、。 ．＿，．、．L，＿．，。＿，． ，‘ ．⋯ ，、，．＿．⋯ 二， ．，， R.，一R ＿．J⋯ ＿二

城辐照，在高剂址辐照之前、后各进行约2 (:y的轴照，分别测出!t，及反‘厂二坛型不得超过士20o.,
”’川‘．”‘””r一“’‘“．叫‘’－一’“’‘”’J一’‘一‘－一了“J1-11’产J产‘刁’川”’．”‘八’一‘’ R, ’一”，～～杏“／”“
3.1-6.2  11稳定性

    对x-辐射和电子辐射，设备以典邢的吸收剂ht率在正常治疗距离处产‘I约4 c污的吸收剂址．接肴

停I1:ig!M 10 min，以这样的周期连续运行H小时。在运行之f11I A -1进行约Z Gy的辐照，分别M出%l, "i l

    人，一k ..，，．＿L二 ＿＿，
尺。．-r 刁；得超过一LZ％。

      RI ”耳～“ 、·／u。

3. 1．6.3 周稳定性

    对x-辐射和电子辐射，连续5天，在设备经过至少30 min待机状态到达准备状态后%'r.即进行测

1,r,5天内测补的k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欢和全部!z的'r-均仇之比不得大i= z%。

3.1.7 移动束治疗的稳定性

    对X辐射的电子辆射，在吸收剂城率和单位角度剂Q的预选范｝同内，如染移动束治疗是以机架旋

转角度终IF辐肥，辐照的剂址误差不得超过}5％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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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一 D. " A
                                        AD＝＝下＝气＝二 “··””····”·“··“”·“一 （2）
                                            一LJ                                            Da·A

式中：'d,— 剂量误差；

      U— 剂量监测计数值，

      D．— 单位角度剂量；

      A— 机架旋转角度。

    如果移动束治疗是由剂量监测系统终止辐照，则旋转角度误差不得超过士30,

                                                                        D-
                                            A,＝A一寻 “·“·”··””····”·····”··⋯⋯（3）                                                一， 一 D,

式中：乙，— 旋转角度误差；

      A— 机架旋转角度；

      D,— 预置剂量；

      D�— 单位角度剂量。

3.2 深度吸收剂量特性

12. 1 x-辐射

3.2.1.1 深度剂量曲线图

    随机文件必须给出10cmx10cm以及最大辐射野下沿辐射束轴的吸收剂量百分比图。这些图必须

相应于标准试验条件下每档X一辐射标称能量。

    必须对应每个标称能量给出下列指标：

    a.  X一辐射的标称能量；

    b.  10 cm X 10 cm以及最大X一辐射野的最大吸收剂量深度（以厘米为单位）；

    c.  10 cm X 10 cm x一辐射野的穿透性（以厘米为单位），

    d． 穿透性的实际值与规定值的最大偏差，此偏差不得超过士3％或士3 mm;

    e． 品质指数。

    品质指数定义为：对x一辐射，10 cm X 10 cm的辐射野，辐射探测器位于辐射束轴上正常治疗距离

处，在体模内20 cm深度处测得的吸收剂量与10 cm深度处测得的吸收剂量之比值。

3.2.1.2 表面剂量

    对应于每档x-辐射的标称能量，在随机文件中必须规定：

    a.   10 cm X 10 cm辐射野的相对表面吸收剂量；

    b． 最大辐射野的相对表面吸收剂量，

    c． 必须符合GB 9706.5中第29-2.2条的要求。

32.1.3 深度等剂量曲线图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对应于每档x一辐射标称能量，随机文件必须给出包含辐射束轴和任一主轴在

内的一个或两个平面上的典型深度等剂量曲线图。

    深度等剂量曲线图必须沿辐射束轴，从最大吸收剂量（为100％）的10％至100%，每隔10％给出。
    每一深度等剂量曲线图必须注明：此值仅仅作为典型值而不能用于患者的治疗计划中，除非已进行

了验证。

3.2.2 电子辐射

3.2-2.1 深度剂量曲线图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对应每档电子辐射的标称能量，随机文件必须给出10cmxlocm以及最大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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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野下沿辐射束轴的深度剂觉曲线图。

    对应于每档标称能量，必须给出下列指标：

    a.   10 cm X 10 cm以及最大辐射野的最大吸收剂量深度（以厘米为单位）。最大吸收剂量深度不得

小于0. 1 cm;

    b.   10 cm X 10 cm以及最大辐射野下的实际射程与80％吸收剂量深度的比值。
    对标称能量大于20 MeV的医用电子加速器，该比值应不大于1. 6;

    c.   10 cm X 10 cm辐射野的实际射程（以厘米为单位）；

    d.   10 cm X 10 cm辐射野的穿透性（以厘米为单位），
    e． 穿透性的实际值与规定值的最大偏差，此偏差必须不超过士3％或士2 mm,

3.2.2.2 穿透性的稳定性

    在吸收剂里率和机架旋转角度的全部范围内，电子辐射的穿透性随机架角度变化的最大偏差不得

超过士2 mm或士3%,

3.2.2.3 表面剂量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对电子辐射的每档标称能量，在10 cm X 10 cm以及最大辐射野下，随机文件必

须规定相对表面剂量的最大值。

3.2-2.4 深度等剂量图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对应于每档电子辐射的标称能量，随机文件必须给出包含辐射束轴和任一主轴

在内的一个或两个平面上的典型深度等剂量曲线图。

    等剂量图必须沿辐射束轴，按照从最大剂量（作为100％）的10％至1000o，每隔10％给出。
    每一等剂量图必须注明：此值仅仅作为典型值而不能用于患者的治疗计划中，除非已进行了验证。

3.3 辐射野的均整度

3.3.1 X辐射

3.3.1.1 方形x一辐射野的均整度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在吸收剂量率的全部范围内，对应每一标称能量，辐射野内最大吸收剂量点与

辐射野均整区域（参见图4)内最小吸收剂量点的吸收剂量（不大于1 cm,面积内的平均值）的比值：

    a． 对5cmX5cm至30 cm X 30 cm辐射野，不得大于106%；

    b． 对大于30 cm X 30 cm至最大方形野，不得大于1100o（参见图5),

33.1.2 x一辐射野的剂量分布随角位的变化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机架和限束系统的全部角度范围内，对大于5 cm X 5 cm的全部x一辐射野，均

整区域内任一点的吸收剂址（不大于1 cm,内的平均值）相对于辐射束轴处的吸收剂量之比值的变化：

    a， 标称能觉小于30 MeV时不得超过士300;

    b． 标称能量大于和等于30 MeV时不得超过士4000

3.3.1.3 方形X-辐射野的对称性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当机架及限束系统分别处于0。或900时，对大于5 cm X 5 cm的所有X一辐射野，

均整区域内对称于辐射束轴的任两点的吸收剂里（为不大于1 cm,面积内的平均值）之最大比值（大比

小）不得大于103 0o。

3.3.1.4 最大吸收剂量比

    当机架和限束系统处于0“或90。时，在最大吸收剂量深度垂直于辐射束轴的平面＿L，均整区域内最

大吸收剂里点的吸收剂量（为不大于1 cm，面积内的平均值）与辐射束轴上的最大吸收剂量之比值：
    a． 对5 cm X 5 cm至30 cm X 30 cm辐射野，应该不大于107％，

    b． 对大十30 cm X 30 cm的方形辐射野，应该不大于1090x0

3.3.1.5 使用楔形过滤器的x-辐射野

    在机架和限束系统的旋转角度范围内，楔形角的测量值与标称值之差不得超过士a0（参见图s>；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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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因子的测量值与标称值之差不得超过士2%。随机文件必须给出每个楔形过滤器的最大辐射野。

3.3.2 电子辐射

3.3-2. 1 电子辐射野的均整度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对每一标称能量以及不小于5cmX5cm的所有电子辐射野：

    a． 在基准深度处，两个主轴上80％等剂量线与几何野投影边的距离应该不大于15 mm;

    b． 在标准测试深度处，两个主轴上90％等剂量线与几何野投影边间的距离不得大于10 mm；在

两个对角线上90％等剂量线与几何野投影边间的距离不得大于20 mm;

    c． 随机文件必须给出在标准测试深度辐射野内的最大吸收剂量（为1 cm，面积内的平均值）与辐

射束轴上最大吸收剂量深度的吸收剂量之比值（参见图7)0

3.3-2.2 电子辐射野的剂量分布随角位的变化关系

    在标准测试深度，在机架和限束系统旋转角度的全部范围内，对所有电子辐射野,90％等剂量曲线

内推1 cm的均整区域内任一点的吸收剂量（为不大于1 cm,内的平均值）与辐射束轴处吸收剂量之比

的变化不得超过士3%.

3.3-2.3 电子辐射野的对称性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当机架和限束系统处于00或90。时，对不小于5 cm X 5 cm的所有电子辐射野，

在标准测试深度，90％等剂量线内推1 cm的均整区域内对称于辐射束轴的任意两点的吸收剂量（为不

大于1 cm,面积内的平均值）之比（大比小）不得大于105%.

3.3-2.4 最大吸收剂量比

    0. 5 mm深度上辐射野内最大吸收剂量点的吸收剂量（为不大于1 cm,面积上的平均值）与辐射束

轴上最大吸收剂量之比值应该不大于109%.

3.3.3 辐射野的半影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对x一辐射和电子辐射的每档标称能量，随机文件必须给出两主轴上80％吸收

剂量点与20％吸收剂量点之间的距离（以毫米为单位）,80％点与20％点是相对于辐射束轴上标准测试

深度处的吸收剂量而言。

3.4 辐射野的指示

3.4. 1 x一辐射

3.4.1.1 辐射野的数字指示

    所有设备都应该配有数字指示装置来指示正常治疗距离处x一辐射野的尺寸。

    在机架和限束系统的旋转角度范围内，对每档标称能量，在正常治疗距离处，两主轴上辐射野的尺

寸与数字指示装置的指示的偏差：

    a． 对5 cm X 5 cm至20 cm X 20 cm辐射野，不得超过士3 mm或士1. 5%;

    b． 对大于20 cm X 20 cm至最大辐射野，不得超过士5 mm或士1.5％.

    辐射野尺寸由测试方法中所述50％吸收剂量线确定。

3.4.1.2 辐射野的光野指示

    所有设备都必须配有光野指示装置来指示入射表面处的X一辐射野的大小。

    在机架和限束系统的旋转角度范围内，对每档标称能量，在两主轴上，光野的边与辐射野边（由

50％剂量线确定）之间的距离：

    正常治疗距离处：

    a． 对5 cm X 5 cm至20 cm X 20 cm辐射野，不得大于2 mm或100；

    b． 对大于20 cm X 20 cm至最大方形野，不得大于3 mm或10o0

    1.5倍正常治疗距离处：

    a． 对5 cm X 5 cm至20 cm X 20 cm辐射野，不得大于4 mm或20o;

    b． 对大于20 cm X 20 cm至最大方形野，不得大于6 mm或20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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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野中心与辐射野中心之间的距离：

    a． 正常治疗距离处，不得大于2 mm;

    b.   1.5倍正常治疗距离处，不得大于4 mm,

3.4.1.3 重复性

    在相同的数字指示时，重复建立辐射野，由50％吸收剂量点所确定的辐射野尺寸，在两主轴上的最

大偏差不得超过士2 mm，光野的边与X一辐射野的边之间的距离不得大于2 mm,

3.4.2 电子辐射

3.4-2.1 辐射野的数字指示

    所有的设备都应该配有数字指示装置来指示电子辐射野的尺寸。

    对所有的标称能量和辐射野，标准测试深度上的辐射野的尺寸与辐射野的数字指示值之间的偏差

不得超过士2 mm，辐射野的尺寸由体模表面位于正常治疗距离处时两主轴上的50％等剂量点之间的

距离确定。

3.4-2.2 辐射野的光野指示

    所有设备都必须配有光野指示装置来指示（入射表面的）电子辐射野的大小。

    在正常治疗距离处，光野的对边之间的距离与数字指示值之间的偏差不得超过士2 mm,

3.4.3 X一辐射方式下限束系统的几何形状

    x一辐射野对边平行度的最大偏差不得大于0. 50，相邻边垂直度的最大偏差不得大于0. 500

3.4.4 光野的照度和对比度

    在正常治疗距离处垂直于辐射束轴的平面上，光野内照度的平均值不得小于40 Ix.

    沿光野周边的对比度不得小于40o0

    对比度为光野周边以内一点的照度与周边以外相隔3 mm处一点的照度之比。

I5 辐射束轴的指示

    对于对称于等中心的辐射野，设备必须配有指示患者的入射表面处辐射束轴位置的元件，如前指

乍卜、十字线等。

3.5.1 辐射束轴在患者射入表面上的位置指示

    在机架和限束系统的全部角度范围内，患者射入面上辐射束轴的实际位置与指示点的最大偏差：

    a． 对X一辐射，在NTD125 cm或设备工作范围内（取二者中范围较小者），不得超过士2 mm;

    b． 对电子辐射，在NTD士25 cm或设备工作范围内（取二者中范围较小者），不得超过士4 mm.

3.5.2 辐射束轴在患者射出面上的位置指示

    对所有指示患者x一辐射的射出点的元件（如后指针等）在NTD士50 cm或设备工作范围内（取代者

中范围较小者），患者射出面上辐射束轴的实际位捡与指示点的最大偏差不得超过士3 mm.

I6 等中心

3.6.1 辐射束轴相对于等中心点的偏移

    对于x-辐射和电子辐射的每档标称能量和所有辐射野，在机架和限束系统的全部角度范围内，辐

射束轴相对于等中心点的偏移不得超过士2 mm.

3.6.2 等中心的指示

    等中心的指示装置对等中心的指示点相对于由3.6.1条所确定的等中心位钱的最大偏移不得超过

士2 mm,

I了 沿辐射束轴的距离指示

3.7.1 到等中心距离的指示

    设备必须配有指示装置（如机械前指针，光距尺）指示沿辐射束轴到参考点的距离。

    对等中心设备，参考点必须是等中心点。

    对非等中心设备，参考点必须在辐射束轴上正常治疗距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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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NTD士25 cm或指示装置的工作范围的极限位置处（取二者中范围较小者），沿辐射束轴到参考

  点的指示距离与实际距离的最大偏差不得超过士5 mm。在等中心处此偏差不得超过士2 mm.

      对等中心设备在机架的全部角度范围内都必须满足这一条件。

  3.7.2 到辐射源距离的指示

      对于辐射源到机架旋转轴（1)（如图1所示）的距离可变的等中心设备以及非等中心设备，必须配有

  指示装置（如机械前指针、光距尺）指示沿辐射束轴到辐射源的距离．

    在NTD士25 cm或指示装置的工作范围内（取二者中范围较小者），指示点到辐射源的指示距离与

  实际距离的最大偏差不得超过士5 mm.

  3.8 旋转运动标尺的零刻度位置

    对旋转式机架（以及其他目前实用的机架）在下列情况时，旋转轴（1)，轴（2)，轴（5)和轴（6)的标尺

  刻度必须为零：除轴（3)和轴（7）外其他所有的旋转轴共面，束流轴垂直向下，治疗床的纵轴平行于轴（1)

  或轴（2)，床支架远离机架（如图1所示）。

      当束流轴垂直向下，轴（1)和轴（2)的标尺刻度为零，轴（3)的标尺刻度必须为零。

      当光阑系统的两边分别平行和垂直于机架旋转轴，楔形过滤器的薄端指向机架时，轴（4)的标尺刻

  度必须为零。

      当床面为水平时，轴（7)和轴（8)的标尺刻度必须为零。

      各标尺零刻度位置与规定的零位之间的最大偏差：

    a． 机架旋转轴（(1） 不得超过士0. 50;

    b． 辐射头横向转动轴（2) 不得超过士0. 10;

    c． 辐射头纵向转动轴（3) 不得超过士0.1 0;

      d． 限束系统轴（4) 不得超过士0. 50;

    e． 治疗床的等中心旋转轴（(5） 不得超过士0. 50;

    f． 床面自转轴（6) 不得超过士0. 50;

    9． 床面纵向转动轴（7) 不得超过士。. 50;

    h． 床面横向转动轴（8) 不得超过士0. 50,

  I9 前后辐射野的重合性

      在等中心处，前后辐射野主轴之间的最大偏差不得超过士2 mm,

  3.10 治疗床的运动

      当治疗床床面位于等中心的标称高度，床面纵轴与机架旋转轴共线以及轴（5)、轴（6)为零位置，床

  面离机架的纵向距离为最大时，治疗床的直线运动标尺必须为零。

一3.10.1 治疗床的垂直运动

      在下列两种负载情况下：

    a． 床面负载30 kg，均布在床面1 m的范围内，负载重心作用在等中心点；

    b．床面负载135 kg，均布在床面2m的范围内，负载重心作用在等中心点．
    如治疗床床面作最大延伸（图1，方向11)伸展端至等中心距不足1 m时，则135 kg负载均布在两

  倍从伸展端至等中心的范围内。

      治疗床床面在正常治疗距离附近作升降运动，在方向（9)(如图1所示）上高度改变20 cm时，床面

  的最大水平位移不得大于2 mm,

  3.10.2 治疗床的等中心旋转

      在3.10.1条负载的情况下，治疗床等中心旋转的旋转轴（5)（如图1所示）相对于等中心的最大偏

  移不得超过士2 mm,

  3.10.3 治疗床旋转轴的平行度

      当治疗床床面负载135 kg，均布在2m长的范围内（同3.10.1条）并且重心作用在等中心点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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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床的等中心旋转轴（5)（如图1所示）与治疗床床面自转旋转轴（6)(如图1所示）之间的最大角度应该

不大于0.5'.

3.10.4 治疗床的刚度

3.10.4门 治疗床的纵向刚度

    治疗床在下面两种负载情况（负载重心均作用在等中心点）：

    a． 床面缩回，30 kg负载均布在1m长度范围内。

    b． 床面伸开，135 kg负载均布在2m长度范围内。

    负载分布情况同3.10.1条。

    治疗床床面在两种负载下等中心附近高度的变化不得大于5 mm,

3.10-4.2 治疗床的横向刚度

    当135 kg负载均布在治疗床2m长度范围内（见3.10.1条），并且重心作用在等中心点时，在治疗

床垂直升降的全部高度范围内（方向9，如图1所示）：

    a．治疗床床面相对于水平面的侧向倾斜角度不得超过0. 50;
    b． 治疗床床面作最大横向位移时（方向10，如图1所示），治疗床床面在等中心附近的高度的变

化不得大于5 mm.

4 试验方法

4.1 标准试验条件

    除非另有要求，根据本标准测试医用电子加速器的性能时，必须按照4.1-4.5条所给出的标准试

验条件进行。

4.1.1 角度位Wi

    除非另有要求，下列角度为00（如图1̂-3所示）：

    a． 辐射头的横向转动，轴（2);

    b． 辐射头的纵向转动，轴（(3);

    c． 限束系统的旋转，轴（4)e

    如果本标准中试验条件要求测试必须在机架旋转轴（1)或限束系统轴（4)位于900时进行，则测试

也可在2700位置时进行。

4.1.2 体模的材料和位置

    除非另有要求，体模必须是水模，如果体模是用其他材料制成，则必须作适当修正。

    对于任何要求使用体模的试验，体模表面必须垂直于辐射束轴。

    除非能证明小体模对测试结果不会有重大影响，体模必须比辐射束的边缘扩展至少5 cm.

    休模深度至少大于测试点深度10 cm,
4.1.3 测试点的位置

    除非有其他要求，测试位置为（取最适合的一种位置）：

    a．辐射束轴上，

    b． 体模内标准测试深度上垂直于辐射束轴的平面内。

    除非另有要求，对等中心的电子加速器X一辐射的测试，测试平面均包含等中心在内，体模表面必须

位于等中心到辐射源方向上距等中心10 cm处。

    除非另有要求，对等中心加速器的电子辐射和非等中心电子加速器的电子辐射和X一辐射的测试，

体模表面位于正常治疗距离处（参见图8),

4.1.4 辐射探测器

    要求测试所使用的辐射探测器：

    a． 对辐射能谱的空间变化进行修正后，能由辐射探测器的读数确定吸收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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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高剂量梯度的区域有足够的空间分辨力，例如在辐射野的边缘。

4.1.5 标准测试深度

4.1.5.1 x一辐射束

    x一辐射束的标准测试深度为10 cm.

4.1.5.2 电子束

    电子束的标准测试深度为10 cm x 10 cm辐射野时所规定的穿透性值的一半。

4.1.6 辐射野

    试验过程中辐射野尺寸应该选用最接近常用情况的辐射野，辐射野的尺寸是指在正常治疗距离处

的尺寸。

    除非另有说明，最大辐射野是指最大方形辐射野。

4.1.7 试验期间的调整

    在试验进行期间，只有下列两类调整是允许的：

    a． 用操作者通常使用的控制方式进行的调整；

    b． 正常操作中的调整。

    下文中的轴（1）一轴（8)；方向（9）一方向（13)；可参见图1、图2、图3的规定。

4.2 剂量监测系统

4.2.1 重复性

                                表1 重复性试验条件

一寸｝二
    根据表1，在每组条件下，各连续进行10次辐照。在正常治疗距离处每次预置2 Gy的剂量，测量时

必须将探头放在体模内或使用适当的建成材料（对所有的R值测量均有这一要求，以下略）。试验结果

必须符合3.1.1条的规定。

4.2.2 线性

                            表2 剂量监测系统的线性试验条件

o0平书份片
    注：如果吸收剂量率为连续变化，则从最大值的20％至最大值，等间隔地取4个吸收剂量率值。

    根据表2中规定的试验条件，对每档吸收剂量率（设档数为J．如果吸收剂量率是连续可调的，则从
20％到最大吸收剂量率的范围内等间隔取4个不同的吸收剂量率值，此时相当于j=4)，在大于1 Gy

的吸收剂量范围内以近似相等间隔选取i个不同的吸收剂量预置值（规定取：=5)，并在每个吸收剂量
率和每个吸收剂量预置值下辐照n次进行测量（规定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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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D，代表在第i个吸收剂量预置值和第j个吸收剂量率下第，次辐照的吸收剂量测量结果．

    D．，为在第i个吸收剂量预置值和第J个吸收剂量率下进行n次辐照吸收剂量测量结果的平均值．

    则有：

                                          ， 1石 ，

                      D�一言点 qn D,,.=I ’”’”’．．’”’：．’“’““·“二‘4’
    D。为在第i个吸收剂量预置下7个吸收剂量率的D,，值的平均值。

    则有：

                                            ＿ l ，
                                              D．二 舟 ＞：D- ⋯⋯。．········⋯⋯。····⋯⋯（5）

                                                      j厂罗】

    对各个D：数据用最小二乘拟合法求出下列线性关系式：

                                        D,=aU＋b ····““·“·“·”·“·”·”··一 （6）

式中：D,— 用最小二乘法求出的吸收剂量计算值；
        a— 比例因子；

      b— 直线与纵坐标轴的截距；

      U— 吸收剂量预置值（参见图9)0

    比较测量平均值D：与用最小二乘拟合法计算值 D}．的偏差，用百分数表示。其最大偏差

(D,-D.． )二二X 100 、。～～ ＊一 ＿＿＿、，L，～
二＝‘＝针坚匕二二00，必须符合第3.1.2条的规定。

        U, “’刀/7i，“FI -l-“’‘’“1J, N J ìN j},。

4.2.3 随设备角度位置的变化关系

                    表3 剂量监测系统随设备角度位置变化关系的试验条件

幸



                                        GB 15213一94

    将具有适当平衡厚度的探测器固定在治疗头上，设备保持静止，在每组条件下各进行5次测试，求

出夏值。每次测试，在正常治疗距离处辐照大约2 Gy的吸收剂量。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1.3条的规定。

4.2.4 随机架旋转的变化关系

                    表4 剂量监测系统随机架旋转的变化关系的试验条件

一一井冲 imAlt}ffa       jwl aa
    将具有适当平衡厚度的探测器固定在治疗头上，根据表4，在每组条件下各进行4次测试，确定出

天值，每次测试机架旋转通过大约45。的范围，在正常治疗距离处辐照大约2 Gy的吸收剂量。

    如果可能，应使两次辐照在顺时针旋转时完成，另两次在逆时针方向完成。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1.4条的规定。

4.2.5 随辐射野的变化关系

                    表5 剂量监测系统随辐射野的变化关系的试验条件

A   a#ILV*(1) 9*A00              0000              00二二二
    注：1)如果小于20 cm则取其最大值。

    根据表5，在每组条件下各进行5次测试，确定出豆值，每次辐射在正常治疗距离处辐照大约2 Gy

的剂量。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1.5条的规定。

4.2.6 稳定性

4.2-6.1 高剂量辐照后的稳定性

                          表6 剂量监测系统定标稳定性的试验条件

仁仁仁勺
    根据表6，使用具有适当平衡厚度的探测器，在正常治疗距离处，辐照大约2 Gy的剂量．在每组条

件下各进行5次测试以确定R值，每次辐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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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开机后经过至少30 min的待机状态进入准备状态后立即进行，

    b．在正常治疗距离处进行吸收剂量为100 Gy或是以最大剂量率运行30 min的高剂量辐照后立
即进行。

    在试验中，根据随机文件对温度、气压和湿度的变化进行修正．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1.6.1条的规

定。

4.2.6.2 日稳定性 ．
    根据表6的试验条件，在开机后至少经过30 min的待机状态进入准备状态后立即进行测试，在正

常治疗距离处辐照大约2 Gy的吸收剂量，辐照5次求出平均值R,。然后进行8h连续周期运行，每个周

期为在典型吸收剂量率下辐照大约4 Gy的吸收剂量，再停止10min.8h连续周期运行后再以2 Gy的
吸收剂量辐照5次，求出平均值RZ。试验中，根据随机文件规定对温度、气压和湿度的变化进行修正。其

结果必须符合第3.1.6.2条的规定。

4.2.6.3 周稳定性

    试验条件同表6e

    根据表6，将体模固定在辐射头上，连续五天，每天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各进行5次辐照，确定出天

值，每次在正常治疗距离处辐照大约2 Gy的剂量。

    每天测试前均须经过至少30 min的待机状态。

    在试验中，根据随机文件对温度、气压和湿度的变化进行修正，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1.6.3条的规

定。

4.2.7 移动束治疗的稳定性

                    表7 剂量监测系统在移动束治疗中稳定性的试验条件

带一｛二
    根据表7的条件，机架旋转通过一个角度，该角度对应于能在正常治疗距离处辐照大约4 Gy的剂

量，如果达不到，要尽可能地接近4 Gy。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1.7条的规定。

4.3 深度吸收剂量特性

4.3.1 x一辐射

4.3.1.1 深度剂量曲线图

                              表8 深度剂量特性的试验条件

亡书书仁甘一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使用水模，根据表8的条件，测试沿辐射束轴的深度剂量分布。

    最大剂量深度确定为深度剂量曲线上两个99％深度剂量点连线之中点对应的剂量深度。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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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符合3.2.1.1条的规定。

4.3.1.2 表面剂量

    根据表8的条件，体模表面位于正常治疗距离处，沿辐射束轴测试相对表面剂量。使用扁平型探测

器，并且连续附加建成材料，获得从0. 5 mm到最大剂量深度的逐点测试结果，从而计算出相对表面剂

量．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2.1.2条的规定。

4.3.1.3 深度等剂量曲线图

    试验条件同表8。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根据表8的条件，在包含辐射束轴和任一主轴在内的一个或

两个平面上测试深度等剂量曲线图，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2.1.3条的规定。

4.3.2 电子辐射

                              表9 深度剂量曲线的试验条件

A   fA                         SWU#11�,VO(1)    RVARO(4)             cm10 X 1000:02 900           00At一一一
4.3-2.1 深度剂量曲线图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根据表9的条件，使用水模测试沿辐射束轴的深度剂量分布。试验结果必须符

合3.2.2.1条的规定。
4.3.2.2 穿透性的稳定性

                        表10 电子辐射穿透性稳定性的试验条件

一Vifcm10 X 1010 X 10六二
    将固体体模固定在辐射头上，该体模厚度必须适合进行在辐射束轴上最大吸收剂量深度和80％最

大吸收剂量深度处的测试。

    根据表10的条件测出以上两个深度的吸收剂量之比。

    根据4.3.2.1条的深度剂量曲线，将该比值的变化转化为穿透性的变化。试验结果必须符合

3.2-2.2条的规定．
4.3.2.3 表面剂量

    试验条件同表10，在辐射束轴上测试相对表面剂量。

    使用扁平型探测器，并且连续附加建成材料，获得从0. 5 mm到最大剂量深度的逐点测试结果，从

而计算出相对表面剂量。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2-2.3条的规定。

4.3-2.4 深度等剂量曲线图

    试验条件同表10。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根据表10的条件，在包含辐射束轴和任一主轴在内的一个

或两个平面上测试深度等剂量曲线图。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2.2.4条的规定。

4.4 辐射野的均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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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x一辐射

4.4.1.1 方形x一辐射野的均整度

                              表 11 均整区域的规定（参见图4)

三Fcm5-F<1010<F<3030<F二二
                        表12  X一辐射野均整度和对称性的试验条件

辛日日一－
    根据表12的条件，使用辐射探测器以及体模，测量出沿辐射野主轴和对角线的吸收剂量曲线（连续

测量或逐点测量）。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3.1.1条的规定。

4.4.1.2 方形X一辐射野的剂量分布随角位变化的试验条件

                      表13  X一辐射野剂量分布随角位变化的试验条件

口一
    注：”若最大辐射野小于30 cm X 30 cm，则取其最大辐射野。

    将一个与限束系统一起旋转的体模固定在辐射头上，根据表13的条件，在辐射野主轴上测量下列

位置的吸收剂量：

    a． 在中心点，

    b． 在中心点到边缘的三分之二距离处（辐射野边缘由50％吸收剂量线确定）。

    其比值必须符合3.3.1.2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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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3 方形X一辐射野的对称性

    试验条件同表12,

    试验方法见4.4.1.2条，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3.1.3条的规定．

4.4-1.4 最大吸收剂量比

                        表14 辐射野中最大吸收剂量比值的试验条件

}ll}}(1)   }}}}o0         o0一一井VT#IaId4"
    根据表14的条件，使用X射线摄影胶片。确定在最大吸收剂量深度的最大吸收剂量均整区域。

    使用辐射探测器，在最大吸收剂量均整区域以及沿辐射束轴测量吸收剂量。

    将在最大吸收剂量均整区域内测出的吸收剂量最大值与沿辐射束轴的最大吸收剂量相比较。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3.1.4条的规定。

4.4.1.5 使用楔形过滤器的X-辐射野

                              表15 楔形过滤器因子的试验条件

洲川一
                                表16 楔形角的试验条件

o0T} 9o0讨侧O&lftmjt*料箭
    根据表15的条件，在使用和不使用楔形过滤器的两种情况下，测量辐射束轴上标准测试深度处的

吸收剂量。

    楔形因子Fw由式（7)确定：

                                                                    Dw
                                                    FW＝ 畏牛 ····························．····⋯⋯（7）

                                                        Do

式中：Fw— 楔形因子；

      D,— 使用楔形过滤器时吸收剂量测量值；

      Do— 不使用楔形过滤器时吸收剂量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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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表is的条件，测量出等剂量曲线，从而测出楔形角。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3.1.5条的规定。

4.4.2 电子辐射

4.4-2.1 电子辐射野的均整度

                    表17 电子辐射野均整度、对称性随角度的剂量分布变化

                              以及最大吸收剂量比的试验条件

vvW#J1   (1)     }  s     (4)              cm10 X 1010X2000                0'                                                   }      .20X20tic10 X 1010X2000                450                                    120X20Altloxlo10x20s00               o020X20
    注：1)如果不能连续可变，则对每一个所选择的正方形和长方形野，最小的那边必须大于或等干 10 cm，对非方形

          野只对其主轴进行测试。

    根据表17给出的条件，使用体模测量沿辐射野主轴和对角线的吸收剂量曲线，测试点为：

    a. 1 mm深度（参见4.4.2.4条）；

    b． 标准测试深度；
    c． 基准深度。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3-2.1条的规定。
4.4-2.2 电子辐射野的剂量分布随角位的变化关系

    该试验已包含在4.4.2.1条中，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2.2. 2条的规定。

4.4.2.3 电子辐射野的对称性

    该试验已包含在4.4.2. 1条中，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2.2. 3条的规定。

4.4.2.4 最大吸收剂量比

    试验条件同表17。根据表17的条件，使用辐射探测器，在空气中沿辐射野主轴和对角线进行扫描，

找出最大值点，测量该点在体模0. 5 mm深度处的吸收剂量值，除以辐射束轴上最大吸收剂量值，结果

应符合3.3-2.4条的规定。

4.4.3 辐射野的半影

    根据下列试验确定半影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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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x一辐射，由4.4.1.1条的试验确定．

    对电子辐射，由4.4.2.1条的试验确定。

    在试验中，机架和限束系统角位取000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 3.3条的规定。

4.5 辐射野的指示

4.5.1 x一辐射

4.5.1.1 辐射野的数字指示

                                表18胶片定标条件

才封一一
                        表19数字野指示和光野指示的试验条件

布一
    整个试验由a ̂-。步骤组成，如图10所示．

    a． 吸收剂量测试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对应于机架角位00或900以及所有的标称能量，使用体模在正常治疗距离处进

行吸收剂量测试。

    根据表18的条件，用数字野指示确定X一辐射野，对每个X-辐射野，在正常治疗距离处，沿两个主

轴对辐射束扫描出吸收剂量。

    由此可测出吸收剂量等于辐射束轴的吸收剂量的50％的点的位置。

    b． 黑度测试

    在a步的各个测试之后，保持辐射野和标称能量不变，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曝光一张慢感光X射线

摄影胶片，可测出a步定出的50％吸收剂量点的黑度。

    c.  X一辐射野边长的测试

    根据表19的条件，按下面的步骤，测定辐射野的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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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数字指示装置确定x一辐射野；

    将x射线摄影胶片放在正常治疗距离处，标记出落在胶片上的光野边的位置，在胶片后放置至少

相当于5 cm厚的体模材料；
    胶片上覆盖相当于厚10 cm的体模材料，以对应标准测试深度，

    曝光后，根据从a步和b步中得到的定标数据，由黑度计确定50％吸收剂量点的位置；

    将测出的x一辐射野边长与数字指示和光野指示出的边长相比较。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4.1.1条的规定。

4.5.1.2 辐射野的光野指示

    试验方法见4.5.1.1条和4.6.1条。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4.1.2条的规定。

4.5.1.3 重复性

                          表20  X-辐射野重复性的试验条件

粤妙）一9Y}PiNnw-A11,   (1)    }  "r.'-}                     ( 4 )          cm00 00                 20X20       1}  'a    W-A侧一李
    根据表20的条件，将4.5.1.1条。步中的试验进行6次，数字指示值保持不变．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4.1.3条的规定。

4.5.2 电子辐射

4.5-2.1 辐射野的数字指示

    将电子辐射野的数字指示与4.4.2.1条中在标准测试深度（见4.1.5条）测定的辐射野大小相比

较。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4.2. 1条的规定。

4.5-2.2 辐射野的光野指示

                        表21 电子辐射的光野指示装置的试验条件

                        角 位 ，。二                      用 二 辐射野
＿ — －一 源到表面距离

        机架轴（(1） 限束系统轴（4)                       cm

                                                                    最小

            o0                         00 最大 正常治疗距离

                                                                    长而窄

    根据表21的条件，沿两个主轴测量在正常治疗距离处表面上的光野。如果不能实现，可在距离为

NTD+10 cm处进行测量，然后将结果修正到NTD处。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4.2. 2条的规定。

4.5.3 x-辐射时的限束系统的几何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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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 限束系统几何形状的试验条件

fib 1,C下李
    根据表22的条件，直接在限束系统或光野上进行测试，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4.3条的规定。

4.5.4 光野的照度和对比度

    试验时，须使室内光线变暗。

    使用测试孔直径不大于1 mm的仪器，测试光野的照度．

    通过测量光野每个象限近似中心的照度，确定平均照度。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4.4条的规定。

4.6 辐射束轴的指示

4.6.1 患者入射表面的指示

                      表23 辐射束轴在患者入射表面的指示的试验条件

二
    用慢感光X射线摄影胶片测定最大偏差。

    将X射线摄影胶片装在一封套内，并且垂直于辐射束轴。

    在胶片上标记辐射束轴的指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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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体模材料放在胶片上以产生足够的建成。

    在胶片后放置至少等效于5 cm水厚的体模材料。

    根据表23的条件，各进行一次辐照。

    如果指示装置的工作范围小于NTD+25 cm，则将胶片放置在其工作范围的极限位置。

    用黑度计沿胶片上辐射野的四边测出相当于辐射野中心处黑度的50写的点。50％黑度的点组成两

两平行的四条边，找出两平行边的中分线，两中分线的交点即为辐射束轴在胶片上的位置，测量它的标

记点之间的距离，其结果应符合3.5.1条的规定。

4.6.2 患者射线出口处的指示

                        表24 患者射线出口处的指示的试验条件

耳州井少仁
    根据表24的条件，各进行一次曝光。

    如果指示装置的工作范围小于NTD+50 cm，则将胶片放置在其工作范围的极限位置。

    用黑度计沿胶片＿七辐射野的四边测出相当于辐射野中心处黑度50％的点。50％黑度的点组成两两

平行的四条边，找出两平行边的中分线，两中分线的交点即为辐射束轴在胶片上的位置，测量它与标记

点的距离，其结果应符合第3.5.1条的规定。

4.7 等中心

4.7.1 辐射束轴相对等中心点的偏移

4.7.1.1 等中心位置由一系列近似点决定。

4.7.1.2 如果设备没有与限束系统一起旋转的前指针，则须在限束系统上固定一个适当的指针完成这

一测试。

4.7.1.3 当机架角位为00，并且前指针尖端位于正常治疗距离时，水平地放置一张坐标纸与前指针尖

端相接触。

4.7.1.4 当限束系统全范围旋转时，调节前指针使其在限束系统的旋转中，具有最小的位移。

4.7.1.5 然后检查机架位于900,1800,270“时的情况，以保证前指针尖端在限束系统的旋转中保持较

小位移。

4.7.1.6 当机架角位为0-,90',180',270-时，固定参考指针使其位于前指针尖端的平均位置处，移走前

指针。

4.7-1.7 将x射线摄影胶片装在封套中，放在与辐射束轴相乖直的位置。

4.7.1.8 在参考指针与胶片之间放置一定厚度的体模材料以便产生足够的建成，使参考指针投影在胶

片上。

4.7.1.9 以10 cm X 10 cm辐射野对胶片进行辐照，机架位于9o0或2700时用一张胶片进行辐照，机架

位于00时，辐照 ·张胶片，顺时针旋转到位或逆时针旋转到位，同样地，机架位于180“时也辐照 一张胶

片，顺时针旋转到位或逆时针旋转到位，这样4.7.1.9中一共辐照了三张胶片。

4.7.1.10 用黑度计对胶片进行分析后，参考指针再调到确定辐射束轴的所有中心线交点的平均位锐

处，该点即等中心点的近似位置。

4-7. 1.11 参考指针的尖端确定进一步测试的参考点。

4.7.1.12 通过分析胶片（如上所述）或重复4.7.1.7--4.7.1.10，可获得辐射束轴与参考点间的最大

位移。



                                      GB 15213一94

    建议留下参考指针以进行进一步测试（见4.7.2条，4. 9. 5条，4.11.2条和4. 8条）。图11所示的是

适合本条款测试的一种推荐设备布置，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6.1条的规定。

4.7.2 等中心的指示

                              表25 等中心指示的试验条件

角位一一二
    将装置指示的位置与根据4. 7. 1条得到的参考点位置相比较。若指示装置架置在机架上，则在表

25给出的条件下进行比较。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 6. 2条的规定。

4.8 沿辐射束轴的距离指示

4.8.1 到等巾心距离的指示

    随机文件必须规定从辐射源（或等中心参考点）至某一参考平面（如辐射头端面）的距离。

    在NTD士25 cm或指示装畏的工作范围以内（取二者中范围较小者），用直尺测量参考平面与装置

的指示位,I之间的距离，以此确定指示位置至等中心参考点的实际距离，与装置的指示值相比较。

    对等中心设备，测试时机架角位为。0,900,1800,2700,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7.1条的规定。

4.8.2 到辐射源距离的指示

    随机文件必须规定从辐射源（或等中心）至参考平面（如辐射头端面）的距离。

    在NTD士25 cm或指示装置的工作范围以内（取二者中范围较小者），用直尺测量参考平面与装置

指示的位置之间的距离，以此确定指示位R至辐射源的实际距离。

    对等中心设备，测量时机架角位为00,900,1800,2700,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 7.2条的规定。

4.9 旋转运动标尺的零刻度位置

4.9.1 机架旋转轴（1)和辐射头纵向转动轴（3)

    将下列旋转刻度

    a． 机架旋转，轴（1)（图1);

    b． 辐射头的横向转动，轴（2)（图1,2,3);

    c． 辐射头的纵向转动，轴（3)（图1,2,3)0

}i于零位Rl.。

    悬挂铅垂线，从等中心指到地板；

    将X射线摄影胶片装在封套中，放在地板上；

    在胶片上标注出铅锤的中心；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使用小X一辐射野对胶片辐照。

    根据标注的铅锤中心和辐射野中心之间的距离，可测定辐射束轴偏离垂直线的角度。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 8条a项和。项的规定。

4.9.2 辐射头的横向转动，轴（2)（图1,2,3)

    根据4. 7. 1条的测试，测定指示的零位置与3.8条所述的零位置的角偏差，如果机架零位的偏差能

补偿辐射头横向转动零位的偏差，则可在4.7.1条的试验中显示出来。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8条b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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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4.9.3限束系统的旋转，轴（4)（图1,2,3)

    将限束系统的角位置零。

    将一张半透明的纸放在等中心的近似位置处，并处在包含机架旋转轴在内且垂直于辐射束轴的平

面上。

    当机架角位为900和2700时，连续将灯光投射到这张纸上．

    将灯光野的边缘标注在这张纸上。

    指示的零位置与3.8条d项所述的零位置的角偏差是标注的相应边之间角度的一半。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8条d项的规定。

4.9.4 床的等中心旋转，轴（5)（图1)和床面的旋转，轴（6)（图1)

    将限束系统的角位置零；

    将床的横向位移和床的横向转动和纵向转动角位置零；

    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机架角位置零，将边长适当的灯光野投射到床面。

    通过计算床面中线和灯光野中心之间的距离得到床面旋转刻度的零位偏差。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8条f项的规定。

    由床面中线和灯光野边之间夹角得出治疗床等中心旋转刻度的零位偏差。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8条e项的规定。

4.9.5 床的横向转动和纵向转动轴（(7）和轴（(8)

    在4.9.4条给出的条件下，使用角度计或水平仪测量床的横向转动和纵向转动的角度。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8条9项和h项的规定。

4.10 前后辐射野的重合性

    将两张射线胶片用一装置固定，使二者平行并相距20 cm，在机架角位为00时，使该装置中心位于

等中心点，并使胶片垂直于辐射束轴．

    用10 cm x lo cm的辐射野(NTD处的值）对两张胶片进行曝光．

    将机架旋转到1800，用5 cm X 5 cm的辐射野（仍为NTD处的值）再次对胶片曝光。

    当机架角位为900和2700时，使用另一对胶片。

    根据4.5.1.1条中的b条，确定每对胶片的中心，测定在X方向和Y方向上的最大位移。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 9条的规定。

4.11 治疗床的运动

4.11.1 床的垂直运动

                              表26 床的垂直运动的试验条件

介一户
    使用慢感光的X射线摄影胶片；

    将胶片装入封套后放置于床面上。

    在胶片前放置足够的建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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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面可以作为放在胶片后的材料，

    机架角位置o0o

    床面处于3.10.1条所规定的高位和低位时，使用10 cm X 10 cm的辐射野，将胶片各曝光一次，这
时床上负载为：

    a.  30 kg均布在长1m的床面上，
    b.  135 kg均布在长2m的床面上。

    重心作用在等中心点。负载分布情况见3.10.1条。

    根据表26的各组条件，辐照一对射线胶片，对每两张重叠的胶片，根据4.6.2条确定辐射束轴的位

置，并且测出二者之间的距离。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10.1条的规定．

4.11.2 床的等中心旋转

                            表27 床的等中心旋转的试验条件

州 AWP,L rEI}Jgjirmm0(5)A;Ullft)cfofl乍C毕
    负载分布情况见3.10.1条．

    独立于床固定一装置，以标记4.7.1条所述的等中心参考点。

    标记表面由床面支撑并处于等中心高度，这时床沿其等中心旋转轴旋转并通过其最大角度。

    根据表27给出的条件，标注出参考点的位置。

    等中心旋转轴的位移是标注图形的直径的一半。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10.2条的规定。

4.11.3 治疗床旋转轴的平行度

                              表28 床旋转轴角度的试验条件

二 ACV%(5)9002700                 2斗'L '(} f lqi-4+,L:,om*-ffihm'ckg135135
    负载分布情况见3.10.1条。

    根据表28的二组试验条件，分别使用适当的仪器，例如水平仪，测试床面上连接两个轴的线与水平

的夹角。

    二轴之间的角度等于仪器读数差值的一半。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10.3条的规定。

4.11.4 床的刚度

4.11.4.1 床的纵向刚度

    使床面近似处于等中心高度。

    将轴（5)和轴（6)的角位（图1)置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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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的纵向位移（图1，方向11)取能包括等中心点的最小范围，从床面伸展端开始在床上lm范围内

均布30 kg重物，这时床的横向位移为零。
    然后纵向位移取最大范围，在床上2m范围内均布135 kg的重物，其重心作用在等中心点。负载分

布情况见3.10.1条。

    测试床面上接近等中心点处的高度。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10.4.1条的规定。

4.11.4.2 床的横向刚度

                            表29 床的横向刚度的试验条件

丁一
    床的纵向位移（图1，方向11)取最大范围，在床上2m的范围均布135 kg的重物，使其重心作用在

等中心点，这时床的横向位移为零。负载分布情况见3.10.1条。

    根据表29的条件，使治疗床置于相应位置，在每一位置：

    a． 用水平仪测试床面上接近等中心点处左右侧向倾斜的角度；

    b. 测试床面纵向中线的高度。

    试验结果必须符合3.10.4.2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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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转盘 平面 zz

                z』

                                      1 机架旋转，轴（1);

                                      2一辐射头横向转动，轴（(2);

                                      3一辐射头纵向转动，轴（(3);

                                    4一光阑系统旋转，轴（4);

                                    5一治疗床等中心旋转，轴（5);

                                    6一治疗床床面自转，轴（6);

                                    7一治疗床床面纵向转动，轴（(7);

                                    8一治疗床床面横向转动，轴（(8);

                                    9一治疗床床面高度，方向（9) ;

                                      10一治疗床横向移动，方向（10);

                                      11一治疗床纵向移动，方向（11);

                                      12一轴（1)至辐射源距离，方向（12)

                                图1 旋转式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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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13)

二治o               0(3)ttn)?(I  (4)
                                                                                      平面 ZZ

    Z J

                    2一辐射头横向转动，轴（(2);

                    3一辐射头纵向转动，轴（(3);

                    4 光阑系统旋转，轴（4))

                    13一辐射源高度，方向（13)

                图2 安装在墙h或地板上的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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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辐射头一亨

，／／／／／／／／／／／／ ，／／／／／／／／／
    ＿ f 平面 zz
      z 一

            z一辐射头横向转动，轴（cz);

            3一辐射头纵向转动，轴（3);

            4一光阑系统旋转，轴（(4),

            13一辐射源高度，方向（13)

          图3 安装在天花板上的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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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辐射野内的均整面积



                                        GB 15213一94
，一一一一一－－－－－－－－－－

                                    辐射束轴

            ｝广＼二 」．限

。。．二。十－多共100医奎三二二芬矿习”’‘’
Dm,�｛十      hRI州一一一一FW一一下下Dm,n

      ｝口｛ ！ r ｝ ｝ 、 、｝

        I口 ｝ ｝ 邻 I                                           I 、 、！
      ＿II ｛ ｝ 答 I ｝ 、 、 I，

          月以 二 1 I     A, ． 口 t 二 d1Y

            ，门、 二 『 ． 嘴 ， 『 、 ， 『 尸叫

        --S i． i                       I I- ｛ 1 、 ， I -.-IN

    欲｝叮 ｝ ｝ 葬 ｝ ｛ 、 飞｝软
      芬 I口 ｝ I 概 I                                                    I 、 11巴
      卫 II ｝ I 之 I                                                    I 、 11界

    履J ｝ ｝ 熏 ｝ ｝ 、 l｝5

  ‘！一 一i ｝＼｝一‘

已飞}J}}111:竺丰－一、一 土、二签
                        图5 沿主轴或对角线的吸收剂量曲线图例

    注：各曲线均在允许限度以内．图中左边为小辐射野的曲线，右边为大辐射野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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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电子线野均整度说明

it. ('规定在对角线上．不是方形照射野时不能视为角平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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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辐射野，

                                尸一穿透性．

                              S一标准测试深度；

                              c一体模间隙；

                              D一 辐射束轴上最大吸收剂量深度；

                            NTD一正常治疗距离；

                            BLS一限束系统

                            图8 体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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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满360̂旋转，119 ft治疗床作66分v转。L---J T'二二二：二于J ．UT 11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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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第4. 7条中所述测量等中心的最佳布置图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医药管理局提出，由北京I'tk疗器械研究所归门。

本标准由北京医疗器械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章兆圆、吴畏、王小韵。

白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国家医药管理局ZB F91 002-88+医用电子加速器性能和试验方法》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