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RAC
版本 6.5

临床用户指南，第 1 卷，共 2 卷
修订版 1.2
签发日期： 2019-12-04 (ISO 8601)
Copyright 2019，Brainlab AG Germany。保留所有权利。





目录
一般信息................................................................................. 13

联系方式和法律信息.......................................................................... 13

联系方式.................................................................................... 13

法律信息.................................................................................... 14

符号 ......................................................................................... 16

本指南中使用的符号.......................................................................... 16

硬件符号.................................................................................... 17

预期用途..................................................................................... 18

使用系统.................................................................................... 18

与医疗设备的兼容性.......................................................................... 20

Brainlab 医疗设备........................................................................... 20

Brainlab 医疗软件........................................................................... 22

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 23

非 Brainlab 软件............................................................................ 25

培训和文档................................................................................... 26

培训........................................................................................ 26

文档........................................................................................ 27

数据保护..................................................................................... 28

保密性和防止未经授权访问.................................................................... 28

EMC 信息..................................................................................... 30

概述........................................................................................ 30

EXACTRAC 工作流程 .................................................................. 31

特定直线加速器的工作流程 ................................................................... 31

针对 Varian Exact 治疗床的工作流程.......................................................... 33

针对 TrueBeam 的工作流程.................................................................... 35

针对 Elekta 的工作流程...................................................................... 37

避免碰撞.................................................................................... 39

硬件概述................................................................................. 41

ExacTrac 硬件组件........................................................................... 41

红外系统组件................................................................................ 42

红外追踪附件................................................................................ 45

扫描附件.................................................................................... 46

X 射线组件.................................................................................. 48

用于提高患者摆位精确度的组件................................................................ 54

系统校准和验证组件.......................................................................... 55

目录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3



ExacTrac 数据准备/审核/分配工作站 ......................................................... 57

ExacTrac 系统电子元件 ...................................................................... 62

有关电气安全的一般说明...................................................................... 62

X 射线发生器的电气安全...................................................................... 64

ExacTrac 配电............................................................................... 65

ExacTrac 操作面板........................................................................... 66

Varian ETR/Varian Exact 治疗床接口.......................................................... 70

ExacTrac 控制手柄........................................................................... 71

Varian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的治疗床移动...................................................... 72

操作 X 射线设备 ............................................................................. 73

基本辐射安全................................................................................ 73

患者摆位期间的 X 射线剂量................................................................... 74

X 射线报警系统.............................................................................. 75

X 射线设备的安全操作........................................................................ 76

影像质量..................................................................................... 79

储存、清洁和消毒指南........................................................................ 80

储存........................................................................................ 80

清洁........................................................................................ 81

消毒........................................................................................ 84

EXACTRAC 发生器控制 ............................................................... 85

X 射线发生器配置 ............................................................................ 85

治疗准备................................................................................. 89

植入不透射线基准标记........................................................................ 89

黏贴身体标记 ................................................................................ 91

执行 CT 扫描 ................................................................................ 93

技术注意事项................................................................................ 93

扫描........................................................................................ 94

系统启动................................................................................. 97

系统启动..................................................................................... 97

标准 ExacTrac 启动.......................................................................... 97

X 射线发生器启动............................................................................ 98

X 射线管预热................................................................................ 99

启动 ExacTrac 软件......................................................................... 101

软件概述................................................................................... 104

系统设置................................................................................ 105

一般设置.................................................................................... 105

视图设置................................................................................... 106

目录

4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默认的身体标记精确度设置................................................................... 107

提醒设置................................................................................... 109

倾斜模块设置............................................................................... 111

发生器预设................................................................................. 114

用户管理器.................................................................................. 115

配置权限和密码............................................................................. 115

关于 ExacTrac .............................................................................. 117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 119

加载患者文件 ............................................................................... 119

手动加载患者............................................................................... 119

针对 Varian 系统的自动患者加载............................................................. 121

配备 MOSAIQ 的 Varian 系统的射束映射....................................................... 122

为多等中心计划打开患者..................................................................... 128

患者数据设置 ............................................................................... 129

........................................................................................... 129

治疗适应症.................................................................................. 130

定义治疗适应症............................................................................. 130

定义医生.................................................................................... 131

设置摆位默认值 ............................................................................. 132

使用 X 射线发生器预设 ..................................................................... 140

DRR 设置.................................................................................... 141

定义 DRR 设置.............................................................................. 141

身体标记设置 ............................................................................... 145

浏览影像................................................................................... 146

操作身体标记............................................................................... 148

植入式标记的位置 ........................................................................... 150

浏览影像................................................................................... 151

操作植入式标记/支架........................................................................ 153

虚拟等中心定义 ............................................................................. 157

等中心选择.................................................................................. 160

患者预摆位............................................................................. 163

PTV 对齐直线加速器等中心 .................................................................. 163

患者在治疗床上的摆位....................................................................... 164

更换身体标记 ............................................................................... 165

针对颅脑治疗的无框架放射外科手术 ......................................................... 166

颅外治疗用的摆位阵列....................................................................... 168

目录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5



使用 iGUIDE 参照框架....................................................................... 174

摆位界面概述 ............................................................................... 175

治疗信息.................................................................................... 184

Varian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下的自动治疗床运动 ............................................ 185

激活治疗床移动............................................................................. 188

X 射线校正............................................................................. 191

X 射线影像采集 ............................................................................. 191

身体标记采集............................................................................... 194

摆位阵列采集............................................................................... 196

X 射线影像采集............................................................................. 198

X 射线影像融合 ............................................................................. 201

影像融合 － 骨骼和支架 .................................................................... 202

影像视图................................................................................... 204

影像覆盖选项............................................................................... 205

限制功能................................................................................... 207

融合方法................................................................................... 209

植入式标记融合 ............................................................................. 212

标记摆位与检测............................................................................. 212

植入式标记融合 － 标记检测与融合........................................................... 214

窗位设置和对比度增强....................................................................... 215

锥形束 CT 校正 ...................................................................... 217

锥形束 CT 工作流程......................................................................... 217

仅锥形束工作流程（不包括 X 射线）.......................................................... 217

锥形束和 X 射线合并工作流程................................................................ 220

锥形束 CT 导入 ............................................................................. 222

定义锥形束 CT VOI.......................................................................... 227

锥形束 CT/CT 融合.......................................................................... 228

影像视图................................................................................... 229

影像覆盖选项............................................................................... 230

手动融合................................................................................... 232

自动融合................................................................................... 234

融合批准................................................................................... 235

应用校正位移 ......................................................................... 237

校正位移简介 ............................................................................... 237

针对 Varian 直线加速器应用位移............................................................ 240

针对 Elekta 直线加速器的校正位移 ......................................................... 242

目录

6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X 射线验证............................................................................. 245

标准 X 射线验证 ............................................................................ 245

X 射线监控.................................................................................. 248

视频验证................................................................................ 251

使用视频验证 ............................................................................... 251

比较参照影像与实时影像..................................................................... 253

使用 EXACTRAC ROBOTICS 进行患者摆位..................................... 255

Robotics 简介 .............................................................................. 255

使用 ExacTrac Robotics .................................................................... 257

ExacTrac Robotics 启动..................................................................... 257

自动倾斜角校正............................................................................. 260

手动倾斜.................................................................................... 263

自动校准（仅 Robotics 2.0）................................................................ 265

Robotics 治疗范围.......................................................................... 266

X 射线监控独立软件................................................................ 269

独立功能.................................................................................... 269

系统关闭................................................................................ 275

关闭软件.................................................................................... 275

关闭硬件.................................................................................... 277

系统校准................................................................................ 293

治疗床/直线加速器坐标系统 ................................................................. 293

访问组件校准............................................................................... 295

等中心校准.................................................................................. 298

X 射线校准.................................................................................. 301

执行 X 射线校准............................................................................ 302

辐射等中心校准 ............................................................................. 306

质量保证................................................................................ 309

校准验证功能 ............................................................................... 309

验证等中心校准 ............................................................................. 311

目录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7



日常检查.................................................................................... 313

验证 X 射线校准............................................................................ 313

Winston-Lutz：指示器球体检测.............................................................. 316

隐式球体检测............................................................................... 320

附加的校准功能 ............................................................................. 322

采集 X 射线校正影像........................................................................ 322

采集试验 X 射线影像........................................................................ 324

设置默认的 X 射线校准体模位置.............................................................. 326

Varian Exact/ETR 治疗床的治疗床校准........................................................ 328

远程实时访问 ExacTrac 工作站.............................................................. 330

访问 ExacTrac 工作站....................................................................... 330

审核患者数据 ......................................................................... 333

治疗审核、重播和批准....................................................................... 333

治疗审核选项............................................................................... 334

生成治疗报告............................................................................... 335

将已完成的患者治疗加入队列以便进行审核..................................................... 338

审核与重播................................................................................. 341

使用 ARIA Offline Review 进行审核 ........................................................ 346

导入、导出和备份患者数据 ...................................................... 347

Import/Export 选项卡....................................................................... 347

从治疗计划系统导入数据 .................................................................... 348

使用 Dicom RT 导入......................................................................... 350

自动计划导入............................................................................... 352

DICOM...................................................................................... 353

轮廓导入................................................................................... 354

等中心导入................................................................................. 355

导出患者数据 ............................................................................... 356

导出数据................................................................................... 356

备份患者数据 ............................................................................... 357

治疗数据备份和恢复......................................................................... 357

系统维护................................................................................ 359

一般检查指南 ............................................................................... 359

年度检查要求............................................................................... 361

测试文档................................................................................... 362

每月和每年检查概述......................................................................... 363

检查说明.................................................................................... 364

目视检查测试（每月和 STI 期间）............................................................ 364

对地漏电断路器测试（每月和 STI 期间）...................................................... 366

目录

8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安全性技术检查 (STI)....................................................................... 368
目视检查测试（每年）....................................................................... 369

STI：电气安全性测量........................................................................ 370

保护性接地电阻测试（每年两次）............................................................. 371

接触电流测试（一年两次）................................................................... 375

STI：功能测试 .............................................................................. 377

ExacTrac 机箱功能测试（每年）.............................................................. 377

对地漏电断路器测试（每年）................................................................. 378

X 射线报警灯测试（每年）................................................................... 379

外部 X 射线报警灯测试（每年）.............................................................. 380

发生器电源指示灯测试（每年）............................................................... 381

MV 射束抑制测试（每年）.................................................................... 382

连锁测试（每年）........................................................................... 383

处理损坏的设备 ............................................................................. 386

哪些情况下不应使用系统..................................................................... 386

退回损坏的设备............................................................................. 387

ExacTrac 网络集成 (IEC 80001)、病毒扫描程序、I-help .................................... 388

概述....................................................................................... 388

病毒扫描程序............................................................................... 393

iHelp...................................................................................... 394

算法 ...................................................................................... 397

校准 ........................................................................................ 397

X 射线校准................................................................................. 398

成像几何.................................................................................... 399

基于植入式标记的靶区定位 .................................................................. 400

概述....................................................................................... 400

植入式标记位置的重建....................................................................... 401

靶区位置的确定............................................................................. 403

影像融合（X 射线 － DRR） ................................................................. 406

X 射线影像校正 ............................................................................. 409

窗位设置.................................................................................... 410

EXACTRAC 故障排除 ................................................................. 411

提高 X 射线成像质量........................................................................ 411

改善自动影像融合 ........................................................................... 413

设置 大融合范围........................................................................... 414

为 X 射线影像定义感兴趣区域................................................................ 415

使用手动融合为自动融合定义起始值........................................................... 417

使用虚拟等中心 ............................................................................. 418

使用虚拟等中心避免混淆椎骨................................................................. 419

结合虚拟等中心进行验证..................................................................... 420

目录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9



自动标记检测故障排除....................................................................... 421

红外身体标记检测故障排除 .................................................................. 422

身体标记检测的原理......................................................................... 423

自动解决模糊问题........................................................................... 425

Elekta 直线加速器没有 Beam On............................................................. 428

许可信息................................................................................ 429

许可 ........................................................................................ 429

附录 ...................................................................................... 431

状态图标.................................................................................... 431

消息：警告、错误、问题、提示.............................................................. 436

合规性 ...................................................................................... 449

电磁发射................................................................................... 449

一般电磁抗扰性............................................................................. 450

ExacTrac 的电磁抗扰性...................................................................... 451

射频通信设备............................................................................... 453

索引 ...................................................................................... 455

目录

10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11



12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1 一般信息
1.1 联系方式和法律信息

1.1.1 联系方式

支持

如果您不能在本指南中找到所需的信息，或如果您有问题或疑问，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区域 电话和传真 电子邮件

美国、加拿大、中美和南美地区
电话：+1 800 597 5911

传真：+1 708 409 1619 us.support@brainlab.com

巴西 电话：(0800) 892 1217

英国 电话：+44 1223 755 333

support@brainlab.com

西班牙 电话：+34 900 649 115

法国和法语地区 电话：+33 800 676 030

非洲、亚洲、澳洲和欧洲

电话：+49 89 991568
1044

传真：+49 89 991568 811

日本
电话：+81 3 3769 6900

传真：+81 3 3769 6901

反馈

尽管经过仔细审查，本手册中仍可能包含错误。

如果您对完善本手册有任何建议，请通过 oncology.manuals@brainlab.com 与我们联系。

制造商

Brainlab AG

Olof-Palme-Str.9

81829 Munich

德国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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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法律信息

版权所有

本用户指南包含受到版权保护的专有信息。未经 Brainlab 明确书面许可，不得复制或翻译本指南
的任何部分。

Brainlab 商标

• ExacTrac® 是 Brainlab AG 在德国和/或美国的注册商标。

• iPlan® 是 Brainlab AG 在德国和/或美国的注册商标。

• Novalis® 是 Brainlab AG 在德国和/或美国的注册商标。

• Brainlab® 是 Brainlab AG 在德国和/或美国的注册商标。

非 Brainlab 商标

• Exact®、TrueBeam®、TrueBeam STx® 和 PerfectPitch™ 是 Varian Medical Systems, Inc.
的注册商标。

• Microsoft® 和 Windows®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的注册商标。

• iGUIDE®、HexaPOD® 和 MOSAIQ® 是 Elekta 的注册商标。

• Endpoint Security™ 是 Kaspersky Lab 的商标。

• Endpoint Protection™ 是 Symantec Corporation 的商标。

• G Data Antivirus™ 是 G Data Software AG 的商标。

• Avira Antivirus Premium™ 是 Avira Operations GmbH & Co. KG 的商标。

专利信息

本产品受一个或多个专利或正在申请的专利保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s://www.brainlab.com/patent/

集成的第三方软件

• 本软件部分基于 Independent JPEG Group 的作品。

• 本产品包含由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http://www.apache.org) 开发的软件。

• 该产品包括根据《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许可的软件（见第 429 页）。

CE 标签

• CE 标签表明 Brainlab 产品符合欧洲理事会指令 93/42/EEC 医疗器械指令
("MDD") 的基本要求。

• 根据 MDD 的相关规定，ExacTrac 属于 IIb 类产品。

保修

保修不适用于因意外、使用不当、不正确的重新安装或退货时包装不当而损坏的产品。保修也不适
用于在未经 Brainlab 书面授权的情况下改动或更换的产品组件。

联系方式和法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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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说明

只能按照相应法规处理电气和电子设备。想了解有关 WEEE（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指
令的信息，请访问：

www.brainlab.com/en/sustainability

准直仪含有铅，应仅根据法规进行处置。

在美国销售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本设备必须由医师销售或在医师的指示下销售。

语言信息

所有 Brainlab 用户指南的原稿均为英文。

电子产品辐射控制 (EPRC) 项目（仅限美国）

根据 FDA 器材与辐射保健中心的医疗设备产品分类，ExacTrac 被定为医用带电粒子放疗系统（产
品代码 IYE）。

根据 CDRH 的 21 CFR（《联邦规章典集》第 21 篇），本产品不适用任何性能标准而适用通用辐
射健康要求 (21 CFR 1000-1005)。

IEC 合规性

ExacTrac 符合 IEC 60601-2-68:2014 的要求。

唯一设备标识

ExacTrac 的唯一设备标识 (UDI) 可见于硬件标签以及 ExacTrac 软件，软件
中，UDI 显示于 About ExacTrac 对话框（见第 117 页）。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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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符号

1.2.1 本指南中使用的符号

警告

警告

警告以三角形警告符号表示，包含有关与设备使用不当相关的可能伤害、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安
全关键信息。

注意

注意以圆形注意符号表示，包含与设备的可能问题有关的安全关键信息。此类问题包括设备故障、
设备失效、设备损坏或财产损坏。

注

注: 注为斜体格式，指出其他有用提示。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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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硬件符号

硬件组件上的符号

符号 说明

符合 IEC 60601-1 要求的 B 类应用的组件。

注意！请参见随附的文件。

请参见说明书/手册。

医用电气设备上：请遵循使用说明。

序列号。

货号。

仅凭处方销售。

生产日期。

制造商。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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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预期用途

1.3.1 使用系统

适用范围

ExacTrac 适用于在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或立体定向放疗中将患者置于医用加速器治疗束内的精确定
义点上，以便在具有放疗指征时治疗身体各个部位的病变、肿瘤和疾病。ExacTrac 也可用于在治
疗期间监控患者的位置。

基本性能

• ExacTrac 6.5 的指示器可显示相对于参照位置的患者移动，精度为 0.7 毫米。

• 治疗床只能在患者摆位程序期间移动，并且必须在释放运动按钮时停止。

• 必须在无任何错误的情况下将 X 射线设置提交给 X 射线发生器，否则 ExacTrac 必然会检测到
错误。

• 不得意外设置触发信号。

• 影像融合应正确。

• 射束阻止仅应根据患者位置有意地切换状态。

谨慎操作硬件

系统组件和附属仪器包含精密的机械零件，请谨慎操作。

已知的禁忌症

警告

成像和放射线治疗可能会与工作中的可植入和身体上可穿戴医疗器械产生有害的相互作用。请联系
此类器械的制造商了解更多信息，并在照射后检查器械是否运行正常。 

操作人员资质

本设备供专业人士使用。

本系统仅应由接受过本应用程序专门培训的医务人员使用，如：

职位 教育背景 操作

放射治疗师 教育，培训 主要工作流程

放射肿瘤学家/医生
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医
师

融合批准、患者初始化

医学物理师/物理师 医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系统质量保证、数据处理

（此分类取决于国家/地区的特定要求/法规，特定国家/地区的分类可能不同于以上分类。）

警告

仅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可以操作系统组件和附属仪器。

环境

ExacTrac 仅适用于专业的医疗机构环境。

预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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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审查

警告

开始患者治疗之前，审查输入系统和从系统输出的所有信息的可靠性。

警告

不允许对本设备进行改造。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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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与医疗设备的兼容性

1.4.1 Brainlab 医疗设备

一般信息

ExacTrac 与以下 Brainlab 医疗设备兼容。

注: 有关可用附属硬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患者支持系统和 RT/RS 立体定向硬件的硬件用户指南。
 

集成放疗系统

Brainlab 医疗设备 备注

Novalis 塑形光束手术系统 支持所有基于 600N 的版本

患者固定附件

Brainlab 医疗设备 备注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非侵入性患者固定系统。包括：

• 面膜套件

•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

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 • 用于患者摆位

ExacTrac Robotics 1.x/2.0
允许快速自动调整治疗床面倾斜度以便精确摆位患者
的独立模块

Brainlab 成像治疗床面
用于提高 X 射线影像质量的低密度碳纤维成像治疗床
面

无框 SRS 连接件（适用于第三方治疗床
面）

低密度碳化纤维覆盖板，可以快速简单地安装到治疗
床面

追踪附件

Brainlab 追踪附件 备注

ExacTrac CT 身体标记球
用于追踪患者

ExacTrac 红外身体标记球

ET 标记底座
用于快速且可复制地黏贴身体标记的底座，与黏合垫
配合使用

ExacTrac 反射标记球 用于追踪设备的标记球

ET 星形摆位器和摆位臂
用于追踪治疗床移动的设备

ET 摆位阵列和摆位臂

校准附件

Brainlab 校准附件 备注

ET 等中心体模 用于借助治疗室内的激光进行等中心校准

ET X 射线校准体模 用于校准 X 射线组件

体模指示器 用于执行 QA 测试 (Winston-Lutz)

与医疗设备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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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附件

Brainlab 质量保证附件 备注

ExacTrac 验证体模 用于质量保证和治疗师培训

体模指示器 用于执行 QA 测试 (Winston-Lutz)

ET 等中心体模
ET 等中心体模包括一个位于中心的 5 毫米钨球，用
于每日系统 QA（每日检查）

其他附件

其他 Brainlab 附件 备注

防滑垫 确保患者舒服地在治疗床上摆位

其他 Brainlab 设备

其他设备可能会在本手册发布之后上市。如果您有设备与 Brainlab 软件的兼容性方面的任何问
题，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警告

仅可将 Brainlab 指定的设备和备件与 ExacTrac 配合使用。使用未经授权的设备/备件可能会对
医疗设备的安全性和/或有效性造成不利影响，并可能危及患者、用户和/或环境安全。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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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Brainlab 医疗软件

授权

只有经过授权的 Brainlab 人员可以在 Brainlab 系统上安装软件。用户不可安装或删除任何软件
应用程序。如果与 Brainlab 人员合作安装病毒扫描程序，则必须根据 Brainlab 的建议进行配
置。

兼容的 Brainlab 医疗软件

ExacTrac 与以下 Brainlab 医疗软件兼容：

Brainlab 医疗软件 备注

iPlan RT Dose 4.5 治疗计划系统

远程实时访问 ExacTrac 工作站
客户端软件，安装在外部计算机上以方便访问
ExacTrac 工作站

Brain Metastases 1.0 实现治疗计划的 Brainlab Element

ExacTrac 5.5

在系统安装期间，Brainlab 服务人员为 ExacTrac 5.5 和 ExacTrac 6.0 数据集设置了不同的位
置，以免与其他软件版本创建的数据集混淆。

使用 ExacTrac 5.5 软件创建的患者数据集不能使用 ExacTrac 6.x 软件打开。

由于缺乏 DICOM 信息，目前尚无可用数据修改程序能够通过 ExacTrac 6.x 重复利用 ExacTrac
5.5 创建或导入的患者数据集。因此，用户必须使用治疗计划系统将数据集重新导入 ExacTrac
6.x。在从 ExacTrac 5.5 变更为 ExacTrac 6.x 并且同时有新患者（使用 ExacTrac 6.x）和已经
治疗患者（使用 ExacTrac 5.5）数据集可用的阶段，尤其需要考虑这一点。

注: 由于使用的是 64 位操作系统，ExacTrac 5.x 和 ExacTrac 6.0 版本不能与 ExacTrac 6.1、
ExacTrac 6.2 或 ExacTrac 6.5 版本并行运行。
 

警告

使用 ExacTrac 5.5 软件创建的患者数据集不应使用 ExacTrac 6.0 软件进行审核/重播/备份。

警告

使用 ExacTrac 6.0 软件创建的患者数据集不应使用 ExacTrac 5.5 软件进行打开/审核/重播或备
份。数据集可能会被不可修复地更改，且无法继续使用。

其他 Brainlab 软件

如果您正在运行的软件版本不是以上指明的版本，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获得有关与
Brainlab 设备的兼容性方面的说明。

警告

只有 Brainlab 指定的 Brainlab 医疗软件可安装在系统上并在系统上使用。

与医疗设备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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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

兼容的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

ExacTrac 与以下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兼容：

医疗设备 型号 制造商

诊断性成像设备 DICOM 兼容的型号。 多个

治疗床 Exact & ETR、Vortex、TrueBeam。 Varian

BodyFIX 真空摆位系统 多个。
Medical Intelligence/
Elekta

Varian Clinac

低于 5.4 的版本不支持自动治疗床摆
位。

如可以，请联系您当地的 Varian 代表进
行升级。

Varian

Varian TrueBeam/
TrueBeam STx

版本 2.5 及更低版本支持使用 ADI 2.0
接口的自动治疗床移动。

版本 2.5 MR2 及更高版本支持使用 ADI
3.0 接口的自动治疗床移动。

对于 Robotics 集成，需要激光防护屏。

Varian

Novalis Tx/Trilogy 全部。 Varian

Elekta 直线加速器

基于 iGUIDE/HexaPOD 的系统。

MOSAIQ CMA (Couch Move Assistant)。

型号：

Axesse、Synergy、Infinity、Precise
Versa HD（这些直线加速器均配备
CITB），

Integrity 2.1 (TCS)，

XVI 5.0（千伏成像），

iGUIDE 2.1，PSS（台式）。

Elekta

注: 也可使用除上述各项以外的治疗床和直线加速器。有关支持的型号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注: Elekta 直线加速器：所使用特定系统的精确度在客户验收测试中列出，其中详细说明了测量
精确度时所使用的组件。
 

以下警告适用于配有 Vortex 治疗床的 Varian 直线加速器上安装的 ExacTrac 系统：

警告

在装配 Vortex 治疗床的加速器上，必须只有当治疗床锁定在治疗位置时，才能使用 ExacTrac
（与直线加速器轴对齐）。

警告

无论何时进行室内 CT，确保 ExacTrac 软件已关闭。

警告

无论何时使用基于 Varian Vortex 的系统进行 CT，确保 ExacTrac 软件已关闭。

警告

如果 ExacTrac 安装在配有 Vortex 治疗床的 Clinac 上，则不得安装 Robotics 且必须使用原先
的 Varian 治疗床面。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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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 Brainlab 设备

警告

只有在 Brainlab 指定的情况下，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才可与 ExacTrac 配套使用。使用未经授
权的医疗设备可能会对 ExacTrac 的安全性和/或有效性造成不利影响，并可能危及患者、用户和/
或环境安全。

警告

仅 Brainlab 支持人员有权修改 ExacTrac 工作站的硬件配置。未经授权的改动可能对系统运行造
成不利影响。

警告

在治疗区域周围，治疗床面不得包含金属结构，且不应包含 X 射线影像中可见的任何不均 结
构。需要使用成像治疗床面。

注: 成像治疗床面影响影像采集质量！如对第三方成像治疗床面的兼容性有疑问，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与医疗设备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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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非 Brainlab 软件

授权

警告

只有经过授权的 Brainlab 人员可以在 Brainlab 系统上安装软件和硬件。用户不可安装或移除任
何软件应用程序或硬件组件。

警告

仅 Brainlab 支持人员有权修改工作站的软件配置。未经授权的改动可能对系统运行造成不利影
响。如果与 Brainlab 人员合作安装病毒扫描程序，则必须根据 Brainlab 的建议进行配置。

兼容的非 Brainlab 软件

ExacTrac 与以下非 Brainlab 软件产品兼容：

软件 备注

第三方计划系统

支持通过指向 ExacTrac 工作站的现有 DICOM RT 链
接导出摆义的等中心位置和 PTV（计划靶区）轮廓以
及 CT 数据的系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ICOM 符
合性声明 (www.brainlab.com) 或联系 Brainlab 支
持人员。

Varian ARIA 10/11/13
ExacTrac 中的 DICOM RT 数据导出与 ARIA Record
and Verify 系统 (Varian Medical system) 兼容。

更改第三方系统可能会影响其他系统。确保所有系统仍正常工作。

Brainlab DICOM 的安装启用基于 MERGE DICOM 库。有关 DICOM 符合性的详细信息，请查阅第三
方系统的 DICOM 符合性声明以及 新的 Brainlab DICOM 符合性声明 (www.brainlab.com/
dicom)。

另请参见第 353 页。

注: Brainlab 无法保证其他非 Brainlab 软件或上述非 Brainlab 软件的升级版本与 ExacTrac
的兼容性。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其他非 Brainlab 软件

警告

仅 Brainlab 指定的软件可安装在 ExacTrac 上并与其配合使用。

一般信息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25



1.5 培训和文档

1.5.1 培训

Brainlab 培训

为确保安全和正确地使用系统，Brainlab 建议在首次使用系统之前所有用户应参加 Brainlab 代
表开办的全面培训课程。

监督支持

• 在成功模拟足够数量的完整程序并完成严格的治疗保证审查后，系统可用于所选的治疗。

• 进行此类治疗时，Brainlab 代表应在场，以便在必要时为医务人员提供监督和指导。

职责

警告

ExacTrac 系统仅设计用于为医务人员提供额外协助。在使用期间，其并不能取代用户经验或使用
户免责。

培训和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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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文档

预期受众

• 本指南提供有效和正确使用 Brainlab ExacTrac 系统的介绍和参考。

• 本指南针对使用或操作 ExacTrac 系统或其部件的所有临床小组成员。

• 使用之前，您应仔细阅读本指南并充分熟悉系统。

阅读用户指南

使用 ExacTrac 成功和安全地进行治疗需要进行仔细的手术计划。

因此，做到以下两点很重要：

• 使用系统之前仔细阅读相关用户指南

• 随时可以查阅这些用户指南

Brainlab 用户指南

用户指南 说明

ExacTrac 临床用户指南 有关使用 ExacTrac 患者摆位系统的详细说明

患者支持系统用户指南

有关使用以下系统的详细说明：

ExacTrac Robotics 治疗床面倾斜度调整系统

无框架放射外科治疗系统

立体定向硬件用户指南 有关使用 Brainlab 体模指示器执行质量保证的详细说明

iPlan RT 临床用户指南 有关使用相关 Brainlab 治疗计划系统的详细说明

X 射线组件文档

设备 文件 制造商

外壳
数据表：“Sapphire Housing”

数据表 "Housing B-130" Varian Medical Systems

（只使用 Varex Imaging Corporation X
射线管）射线管

数据表：“RAD-21”

数据表 "G-892"

高压电缆
数据表：“CA1-type Connec‐
tor”“L3-type cable”

Claymount

准直仪 本用户指南 Brainlab

发生器
“EDITOR Hfe”操作说明

“EDITOR Hfe”维修手册

Spellman High Voltage Electronics
GmbH（原 K&S Röntgenwerk）

其他用户指南

用户指南 说明

Novalis 用户指南 Novalis 系统的使用说明由 Varian Medical Systems 提供。

第三方制造商手册
• ExacTrac 系统包含其他第三方组件。

• 相应的原始制造商说明放在工作站机箱后面的文件仓中。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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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数据保护

1.6.1 保密性和防止未经授权访问

地方法规

在 ExacTrac 软件中，患者数据由患者姓名和唯一的 ID 加以识别。为此，必须根据相关保密法规
处理患者数据并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在美国，必须根据 1996 年《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
(HIPAA) 处理患者数据。

接触系统硬件

ExacTrac 工作站装于具有前后门的机箱中。应锁闭前后门以防止未经授权接触，并妥善保存钥
匙。控制面板（请参见第 66 页）仍可通过前门上的开孔进行操作。

警告

必须适当地防止普通人员接触机箱，或将机箱安装在可随时监管的位置。

医院负责确保工作时间外机箱的安全性。

访问电子数据

Windows 操作系统具有用户认证功能，可防止未经授权访问患者数据。所有登录和密码信息应由医
院的网络管理员处理，并指示操作 ExacTrac 系统的所有人员在使用后注销系统。根据 HIPAA 的
要求安装启用密码保护的界面保护程序。

接触打印件

由于 ExacTrac 治疗报告（请参见第 335 页）包含患者姓名和 ID，因此打印机必须放在安全的位
置，并防止未经授权接触打印件。

数据备份

为防止患者数据丢失，应将 ExacTrac 患者文件夹备份于 DVD 上，或使用基于网络的存档系统保
存。患者数据也可通过 DICOM 格式导出至 R&V 系统。

数据访问

ExacTrac 可从联网的其他工作站中导入计划数据（请参见第 348 页）。联网的其他计算机不需要
访问 ExacTrac 工作站；为确保患者的保密性，Brainlab 强烈建议禁用 ExacTrac 工作站上的远
程数据访问功能。

Windows 用户

默认情况下，以下 Windows 用户可使用 ExacTrac：

用户 权限

Administrator 无限制

BL Service 无限制

EmergencyUser 无限制

ExacTrac 高级用户权利

Reviewer 高级用户权利

数据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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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若要使用 ExacTrac，用户需要至少具有高级用户权限。若要访问以下文件夹，则需要完全访问权
限（读/写）：

• D:\Brainlab
• 患者文件夹 E:\Patient
• F:\Service

用户日志

ExacTrac 用户的登录信息保存在加密日志文件中。要查阅该日志文件，请致电 Brainlab 支持人
员。

系统处置

由于保密性患者数据保存在 ExacTrac 工作站的硬盘驱动器上，因此在处置系统之前，必须妥善地
清除这些数据或将硬盘驱动器物理损毁。

仅从硬盘驱动器上清除数据并不能充分防止数据被找回。必须使用专门的软件应用程序，使数据无
法恢复。

需要将患者数据发送给第三方时（如：供 Brainlab 支持人员进行审核），务必使用 Create
Anonymized Copy 选项。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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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MC 信息

1.7.1 概述

一般信息

ExacTrac 不包含任何需要维护以确保符合 EMC 要求的设备。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若使用非指定的附件、换能器和线缆（不包括 Brainlab 作为内部组件更换件提供的换能器和线
缆），则可能会导致 ExacTrac 的辐射量增大或者抗扰性降低。

警告

ExacTrac 组件不应放于其他设备旁边或与其他设备叠放使用。

EMC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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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RAC 工作流程
2.1 特定直线加速器的工作流程

一般信息

本用户指南阐述 ExacTrac 的所有功能。但是，您的系统的可用功能取决于您的设备和许可。

EXACTRAC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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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工作流程

Lin
ac

Ex
ac

Tr
ac

6.
X

Open corresponding patient.
Ensure that actual plan content is

consistent.

Load Plan/Patient Open Patient

Select IsocenterSelect the isocenter.
When the plan consists of only one 

isocenter, this step is skipped

Select the corresponding beam / field.

Couch must be at default position. 
(0° or 180°)

Perform Pre-Positioning.

Enable Motion

Move table to planned couch angle 
according to ExacTrac readouts. 

Press „X-Ray 
Correction“

Ensure that all translations and
rotations are compensated.

„Beam On“ After  treatment for this Beam is 
completed, the next Beam is Prepared.

Select BeamSelect Beam

Perform and finish X-ray Correction

Compensate
Correction Shift

Perform x-ray verification at table
angle.

Press „X-Ray 
Verification“

Compensate
Verification ShiftEnable Motion Ensure that all translations and

rotations are compensated.

Pre-Positioning

X-Ray Correction

X-Ray Verification (non-coplanar)

Open Patient

Couch must be at default position. 
(0° or 180°)

图 1 

特定直线加速器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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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针对 Varian Exact 治疗床的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步骤

步骤 请参见

1. 在直线加速器上打开患者。

2.
在 ExacTrac 软件中打开患者。（如果直线加速器配备 ADI 且 ExacTrac 处于
Select Patient 选项卡，该患者将自动打开。）您可以调整患者的特定设置
（如有必要）。

第 119 页

3.

预摆位。这涉及使 PTV 与直线加速器的等中心点对齐。系统计算如何根据身体
标记或阵列的位置（与其在患者 CT 扫描中的位置比较）移动治疗床。

在治疗室内使用 ExacTrac 控制手柄（软件升级时则使用 VMS 控制手柄）激活
移动。

第 163 页

4.
X 射线/锥形束校正。您可以执行 X 射线/锥形束 CT 功能，以便显示 PTV 的当
前确切位置，并将这些扫描影像与 DRR 比较，以便计算患者位置的任何必要位
移。

第 191 页

5.

应用旋转校正。

• 如果您使用的是 Robotics 1.0，可在治疗室内使用控制手柄启用该校正。

• 如果您使用的是 Robotics 2.0，可在治疗室外使用安装在控制室内的
ExacTrac 控制台或 ExacTrac 控制手柄启用该校正。

注: 出于安全考虑，导致治疗床头 远处上升超过 5 厘米的纵翻校正始终需要
您在治疗室内启用校正。在这些情况下，ExacTrac 显示相应的消息并启用 Ro‐
botics 2.0 的 Lock all 按钮。操作员必须进入治疗室禁用 Lock all 按钮，
然后在治疗室内使用控制手柄启用校正。
 

第 255 页

6.

应用校正位移。应用校正位移的遥控治疗床移动可使用以下部件启用：

ExacTrac 控制台

ExacTrac 控制手柄（如果未安装控制台）

第 237 页

7.
X 射线验证。您可以再次进行 X 射线扫描，检查 PTV 现在是否位于正确的治疗
位置。

第 245 页

8. 进行治疗。

EXACTRAC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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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alis Tx 上的标准 ExacTrac X 射线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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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X

When in „Select Patient“ Tab ExacTrac
automatically opens corresponding
patient, else open patient manually

Load Plan/Patient Open Patient

Select IsocenterWhen  the plan consists of only one 
isocenter, this step is skipped

ExacTrac checks Plan Consistency 
between plan on Treatment 

Application and ExacTrac

Prepare first Beam
ExacTrac shows prepared beam and 
checks for consistency with selected 

isocenter.

Perform manual or automatic Pre-
Positioning to move Couch to center

position.

Press „X-Ray 
Correction“

ExacTrac Shows Status 
“Proceed with X-Ray”          

Perform and Finish 
Correction

Robotics Dialog automatically comes 
up. When Robotics is not enabled, this 

step is skipped

Perform Robotics
Tilt Compensation

If ExacTrac shows Status 
“Proceed with Verification”

an additional Verification must be 
performed (see X-Ray Correction)

Press „MV Ready“

Press „Beam On“ After  treatment for this Beam is 
completed, the next Beam is Prepared.

ExacTrac shows status „OK“ and
authorizes automatically.

Press „X-Ray 
Verification“

Acquire X-ray
images

ExacTrac displays calculated correction 
shift.

Move Couch to
treatment position

Acquire X-ray
images

Perform and Finish 
Correction

Perform Robotics
Tilt Compensation

Move Couch to
treatment position

Robotics Dialog automatically comes 
up. This step is skipped if verification

was within limits.

ExacTrac displays calculated
verification shift. If shift exceeds the

verification threshold the user is asked
to apply the shift.

This step is skipped if verification was 
within limits.

图 2 

特定直线加速器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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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针对 TrueBeam 的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步骤

步骤 请参见

1.
在直线加速器上打开患者。如果 ExacTrac 处于 Select Patient 选项卡，该患
者自动打开。您可以调整患者的特定设置（如有必要）。

第 119 页

2.

预摆位。这涉及使 PTV 与直线加速器的等中心点对齐。系统计算如何根据身体
标记或阵列的位置（与其在患者 CT 扫描 DRR 上的位置比较）移动治疗床。

在治疗室内使用 VMS 控制柄激活移动。

第 185 页

3.
X 射线/锥形束校正。您可以执行 X 射线/锥形束 CT 功能，以便显示 PTV 的当
前确切位置，并将这些扫描影像与 DRR 比较，以便计算患者位置的任何必要位
移。

第 191 页

4.

应用旋转校正：

• 如果您使用的是 Robotics 1.0，可在治疗室内使用 VMS 控制柄应用该校正。

• 如果您使用的是 Robotics 2.0，可从控制台区域使用 VMS 控制台应用该校
正。

注: 出于安全考虑，导致治疗床头 远处上升超过 5 厘米的纵翻校正始终需要
您在治疗室内启用校正。在这些情况下，ExacTrac 显示相应的消息并启用 Ro‐
botics 2.0 的 Lock all 按钮。操作员必须进入治疗室禁用 Lock all 按钮，
然后在治疗室内使用 TrueBeam 治疗床的控制手柄启用校正。
 

第 188 页

5.

应用校正位移。应用校正位移的遥控治疗床移动可使用以下部件启用：

VMS 控制台

VMS 控制柄

第 237 页

6.
X 射线验证。如果显示 Proceed with Verification，您必须拍摄 X 射线以核
实 PTV 现在处于正确的治疗位置。

第 245 页

7. 进行治疗。

警告

将 ExacTrac Robotics 与 TrueBeam 系统配套使用需要启用 Varian LaserGuard 系统。无论何时
从控制台区域启用 ExacTrac Robotics，均不得禁用 LaserGuard。

初始患者设置的垂直旋转偏差不应超过 5 度，因为 ExacTrac 仅允许直线加速器上 大 5 度的计
划更新或计划重写。否则，射束将在下一个分次中显示为不一致射束（请参见第 177 页）。

EXACTRAC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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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TrueBeam 的 ExacTrac 工作流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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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X

When in „Select Patient“ Tab ExacTrac
automatically opens corresponding
patient, else open patient manually

Load Plan/Patient Open Patient

Select IsocenterWhen  the plan consists of only one 
isocenter, this step is skipped

ExacTrac checks Plan Consistency 
between plan on Treatment 

Application and ExacTrac

Prepare first Beam
ExacTrac shows prepared beam and 
checks for consistency with selected 

isocenter.

Press „Restart 
Positioning“Couch must be at center position.

ExacTrac automatically sends couch 
motion requests to the Treatment 

Application to position the patient in 
the isocenter. (Excluding rotation)

The Treatment Application receives 
the couch motion requests and 

displays the target position within the 
column „GOTO“

Enable Motion The couch moves towards the „GOTO“ 
values.

After complete couch motion, ETX 
checks if the patient is positioned in 

isocenter.  If so, ADI Positioning Dialog 
closes autom. Otherwise up to two 

more couch motion requests are sent

Press „X-Ray 
Correction“

ExacTrac Shows Status 
“Proceed with X-Ray”

Perform and Finish 
Correction

Robotics Dialog automatically comes 
up. When Robotics is not enabled, this 

step is skipped

Perform Robotics
Tilt Compensation

ExacTrac automatically sends couch 
motion requests to the Treatment 

Application to position the patient in 
the isocenter. (Including vertical 
rotation for the selected beam.)

After complete couch motion, ETX 
checks if the patient is positioned in 

isocenter.  If so, ADI Positioning Dialog 
automatically updates the plan values
on Treatment Application and closes. 
If not, up to two more couch motion 

requests are sent.

If ExacTrac shows Status 
“Proceed with Verification”

an additional Verification must be 
performed (see X-Ray Correction)

Press „MV Ready“

Press „Beam On“ After  treatment for this Beam is 
completed, the next Beam is Prepared.

ExacTrac authorizes 
Automatically.

Press „X-Ray 
Verification“

The Treatment Application receives 
the couch motion requests and 

displays the target position within the 
column „GOTO“

Enable Motion The couch moves towards the „GOTO“ 
values.

图 3 

特定直线加速器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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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针对 Elekta 的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步骤

步骤 请参见

1.
在 MOSAIQ 上打开患者，并准备首个射束。如果 ExacTrac 处于 Select Pati‐
ent 选项卡，患者将在 iGUIDE 和 ExacTrac 上自动打开。

第 119 页

2.
预摆位。为颅脑病例执行自动预摆位，以及为其他病例执行手动预摆位。自动预
摆位的位移被直接传送 iGUIDE 或 MOSAIQ。

第 163 页

3.
X 射线校正。您可以进行 X 射线扫描，以便显示 PTV 的当前确切位置，并将这
些扫描影像与 DRR 比较，以便计算患者位置的任何必要位移。

第 191 页

4.

应用校正位移：

• 如果您在使用 iGUIDE HexaPOD 系统，ExacTrac 显示计算出的位移并将其直
接传送到 iGUIDE。参照 iGUIDE 视图来执行位移。

• 如果您在单独使用 MOSAIQ 系统，ExacTrac 显示计算出的位移并将其直接传
送到 MOSAIQ。参照 MOSAIQ 视图来执行位移。

请勿手动输入位移坐标。如果坐标传送失败，则重新发送位移。

第 242 页

5.
X 射线验证。应用校正位移后，如果显示 Proceed with Verification，您必须
进行 X 射线扫描，以便检查 PTV 现在是否位于正确的治疗位置。

第 245 页

6. 进行治疗。

警告

如果射束暂停失败（虽然 ExacTrac 显示射束暂停，但 Elekta 治疗射束仍处于激活状态），则立
即暂停治疗，并且必须在验证了射束暂停功能正常后才能重新开始治疗。

EXACTRAC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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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Elekta 的 ExacTrac 工作流程示例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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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Ex
ac

Tr
ac

When in „Select Patient“ Tab ExacTrac
automatically opens corresponding

patient.

Open Patient

ExacTrac checks for consistency with 
selected isocenter.

Couch must be at center position. 
Bring HexaPOD in Start Position.

For Pre-positioning (Cranial Cases only) 
ExacTrac automatically sends couch 
motion requests to iGUIDE/ MOSAIQ 

to position the patient in the isocenter
(Excluding rotation).

iGUIDE/ MOSAIQ receives the couch 
motion requests and displays the 

target position. iGUIDE directly
transfers the 3D shift to TCS

Enable Motion The couch moves towards the target
position.

After complete couch motion, ETX 
checks if the patient is positioned in 
isocenter.  If so, „Send shift“ dialog

closes automatically. Otherwise press 
„Send Shift“ again. 

Press „X-Ray 
Correction“ 

ExacTrac Shows Status 
Proceed with X-Ray

Perform and Finish 
Correction

ExacTrac automatically sends couch 
motion requests to iGUIDE/ MOSAIQ 

to position the patient in the 
isocenter. (With iGUIDE including

rotation, MOSAIQ 3D only)

After complete couch motion, 
ExacTrac checks if the patient is

positioned in isocenter.  If so, „Send 
shift“ dialog closes. Otherwise press 

„Send Shift“ again.

If ExacTrac shows Status 
“Proceed with Verification”

an additional Verification must be 
performed (see X-Ray Correction)

Perform
Treatment

After  treatment for this Beam is 
completed, the next Beam is Prepared.

ExacTrac clears all inhibits and shows
OK icon.

Press „X-Ray 
Verification“

iGUIDE/ MOSAIQ receives the couch 
motion requests and displays the 

target position. iGUIDE might transfer
parts of the shift to TCS and perform

parts of the shift with HexaPOD.

Enable Motion The couch moves towards the target
position.

Open Patient in MOSAIQ and prepare
first beam.

Press „Send Shift“

iGUIDE automatically opens
corresponding patient.

图 4 

特定直线加速器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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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避免碰撞

安全注意事项

如果使用限制患者和机架之间间隙的附件，则不应使用遥控治疗床移动。诸如锥形准直仪等附件会
导致较高的碰撞风险，因此自动治疗床移动仅应从治疗室内启用。

如果您怀疑可能会发生碰撞，请立即停止启用移动。释放治疗室内 ExacTrac 控制台或控制手柄上
的移动启用按钮。

如果必须进行空运行以避免任何碰撞风险，确保在 终治疗位置（即已经应用 ExacTrac 位移后）
执行该空运行。

指示患者留在治疗床上，直到临床医生告诉他可以安全移动时方可移动。

警告

确保尽管通过 ExacTrac 更改了患者位置，一般情况下在治疗期间或机架旋转期间（如：在不同的
射野和不同的机架角度下进行治疗）患者与直线加速器的任何部件或直线加速器附件之间不会发生
碰撞。

警告

确保患者摆位期间患者或患者固定/追踪附件与直线加速器的任何部件或直线加速器附件之间不会
发生碰撞。

警告

启用任何移动之前，始终确保患者和直线加速器机架的任何部件之间有足够的空隙。考虑到机架和
治疗床（包括可移动设备，如 Brainlab Robotics）可以移动，因此可能存在碰撞风险！

警告

如果安装了直线加速器附件（如用于锥形束治疗），确保安装并启用额外的安全功能机制以避免潜
在碰撞。如果无法保证这一点，则不要使用 Robotics，因为存在碰撞风险。

EXACTRAC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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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直线加速器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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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件概述
3.1 ExacTrac 硬件组件

一般信息

ExacTrac 系统有多种配置和版本。硬件组件因您所选的硬件和软件配置而异。有关更多信息，请
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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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红外系统组件

一般信息

标准的 ExacTrac 红外追踪配置包括以下组件。

工作站和机箱

①
②

图 5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ExacTrac 工作站 请参见第 66 页。

② 工作站机箱 装有工作站和电缆、电气安全设备、控制电子元件等。

工作站应至少每周关闭一次。有关电气安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62 页。

空调系统必须能够维持恒定的室温。

红外线和视频摄像头

摄像头始终安装在治疗床脚处的天花板上。Polaris Spectra 红外摄像头需要至少 5 分钟的预热
时间。在此期间，摄像头不能发送数据，不可以进行校准和治疗。在使用前至少五分钟打开红外摄
像头。要打开红外摄像头，按计算机机箱或系统控制台上的开启系统按钮。

①

② ③

图 6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摄像头 预先校准的摄像头系统。

② 红外透镜 使用反射标记球追踪患者位置。

ExacTrac 硬件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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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组件 功能

③ 视频透镜 提供患者的视频影像。

警告

Polaris Spectra 红外摄像头需要至少 5 分钟的预热时间。

红外和视频摄像头 (TrueBeam)

对于安装在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上的系统，摄像头的安装底座与 Varian Medical Systems 追踪
系统的类似摄像头相同。

图 7 

安全注意事项

不同的红外系统之间可能会相互影响。不要同时使用不同的红外系统。只有在 Brainlab 指定的情
况下，非 Brainlab 红外医疗设备才可与 ExacTrac 配套使用。使用未经授权的红外医疗设备可能
会对 ExacTrac 或其他系统的安全性和/或有效性造成不利影响，并可能危及患者、用户和/或环境
安全。

警告

不得使用已经损坏或受到碰撞的摄像头系统。必须告知 Brainlab 服务人员。

警告

不要同时触摸患者和摄像头。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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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器

①

图 8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19 英寸触摸屏监视器

在治疗室内提供软件控制。监视器可安装在治疗室的墙壁或天
花板上。

监视器分辨率为 1,024 x 1,090。

注: 对于悬吊式监视器：为避免因碰撞而对患者或操作员造成伤害，务必使监视器处于停放位置。
在摆位监视器时，小心避免碰撞任何其他设备。
 

ExacTrac 硬件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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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红外追踪附件

身体标记球和标记底座

① ② ③
图 9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身体标记球
启用红外追踪，安装在标记底座或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
上。

② 标记底座

使用黏合垫黏贴到患者皮肤上的适当位置。

如果要重复使用标记底座（用于同一患者），必须使用新的黏
合垫。请参见第 91 页和第 165 页。

③ 黏合垫 可黏贴到标记底座上，以便多次用于同一位患者。

反射标记球

①

图 10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反射标记球 安装到摆位阵列和等中心体模，从而启用红外追踪。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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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扫描附件

身体标记球和标记底座

① ② ③

图 11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CT 身体标记 在 CT 扫描中被自动检测，安装在标记底座上。

② CT 反射身体标记
在 CT 扫描中被自动检测，适用于红外追踪。安装在标记底座
上。

③ 标记底座

使用黏合垫黏贴到患者皮肤上的适当位置。

如果要重复使用标记底座（用于同一患者），必须使用新的黏
合垫。请参见第 91 页和第 165 页。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用于在颅脑治疗期间追踪患者的位置，以便映射到采集的影像数据。该系统只
可配合 X 射线校正使用（请参见第 48 页）。

有关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请参见患者支持系统的硬件用户指南和第 166 页。

① ②

图 12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
可在所有标准的治疗床旋转角度下追踪患者。其碳纤维结构也
可确保患者治疗期间的 佳射线半透明度和 低的剂量积累。

② 无框架 SRS 面膜套件
可用于在两个分次之间进行牢固、可复制的患者摆位。

（ExacTrac 与标准的颅脑面膜系统不兼容。）

注: 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的碳纤维结构平均壁厚为 1.4 毫米，厚度相当于 2 毫米的水。基于
治疗模态和参数，应单独确定在实际的照射期间该结构是否应保留在患者头部或被移除。在治疗期
间移除摆位阵列可执行分次间验证。一般情况下，Brainlab 建议在照射期间将摆位阵列保持在安
装位置。
 

ExacTrac 硬件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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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外治疗用的摆位阵列

①

图 13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ET 摆位阵列 该碳纤维阵列可用于标准的颅脑治疗。

请参见第 168 页。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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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X 射线组件

一般信息

如果您已购买 ExacTrac X 射线配置，除了标准的红外线追踪组件外，还将提供下述设备。

使用 ExacTrac X 射线配置，您的患者可从 ExacTrac X 射线校正和验证功能提供的更高精确度和
安全性中获益。

另请参见第 64 页和第 73 页。

双 X 射线发生器

①

图 14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双 X 射线发生器
为用于生成患者摆位的 X 射线校正和验证影像的两个 X 射线
管提供功率。安装在两个独立机箱中，连有电缆。使用双发生
器，可几乎同时使用两个 X 射线管拍摄 X 射线影像。

安全注意事项

切勿在发生器机箱的通风屏上放置物品。操作不当可能导致发生器过热和损坏。

ExacTrac 硬件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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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X 射线地板机盒

①

③

②

图 15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12" 地板机盒
装有 X 射线管。两个盒子嵌入地面，直线加速器的每侧各一
个。

② X 射线管
生成 X 射线影像，用于验证患者摆位的精确度。

正对直线加速器时，左侧管为 Tube 1，右侧管为 Tube 2。

③ X 射线准直仪 确保 X 射线管发出的辐射仅覆盖平板探测器的敏感区域。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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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机盒和 X 射线管

① ②

③

图 16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地面机盒
装有 X 射线管。两个盒子安装在地面上，直线加速器的每侧各
一个。

② X 射线管
生成 X 射线影像，用于验证患者摆位的精确度。

正对直线加速器时，左侧管为 Tube 1，右侧管为 Tube 2。

③ X 射线准直仪 确保 X 射线管发出的辐射仅覆盖平板探测器的敏感区域。

ExacTrac 硬件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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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X 射线地板机盒

① ②

③

图 17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17" 地板机盒
装有 X 射线管。两个盒子安装在地面，直线加速器的每侧各一
个。

② X 射线管
生成 X 射线影像，用于验证患者摆位的精确度。

正对直线加速器时，左侧管为 Tube 1，右侧管为 Tube 2。

③ X 射线准直仪
确保 X 射线管发出的辐射仅覆盖平板探测器的敏感区域。

此处显示的准直仪仅安装在经过升级的已安装系统上。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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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发生器的 ExacTrac 控制台

⑨

①
②

③

⑦

⑤

⑥
⑧

④

图 18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系统打开 启动系统。

② 系统待机指示器 当建筑电源可用时亮起为橙色。

③ 系统电源指示器 系统打开时亮起为绿色。

④ 系统关闭 关闭系统。

⑤ X 射线影像采集
拍摄 X 射线影像。可以拍摄 X 射线影像时，环形指示器亮起
为绿色。

⑥ 荧光透视序列开始
开始 X 射线荧光透视序列。可以开始荧光透视序列时，环形指
示器亮起为绿色。

⑦ 荧光透视序列停止
停止 X 射线荧光透视序列。荧光透视序列正在运行时，环形指
示器闪烁橙色。

⑧ 辐射报警灯 拍摄 X 射线影像时亮起为橙色。

⑨ 移动启用
启用自动治疗床移动。

可以进行自动治疗床移动时，环形指示器亮起为绿色。

X 射线蜂鸣器 拍摄 X 射线影像时发出蜂鸣声。

ExacTrac 硬件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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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

①

②
图 19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平板 ExacTrac 配备有两个平板非晶硅 (aSI) 探测器。

平板记录使用 X 射线管生成的 X 射线影像。

两个平板安装在天花板上，治疗床的每侧各安装一个。

请参见第 322 页。

② 平板和 X 射线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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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用于提高患者摆位精确度的组件

ExacTrac Robotics

①

图 20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安装在治疗床上的
ExacTrac Robotics

可选的 ExacTrac Robotics 系统安装在治疗床面和治疗床之
间，可自动补偿患者旋转位置的偏差。请参见患者支持系统的
硬件用户指南和第 255 页下的内容。

ExacTrac 硬件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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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系统校准和验证组件

ET 等中心体模

①

图 21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ET 等中心体模

可使用直线加速器激光进行等中心校准。请参见第 298 页。

其中心包含一个钨球，与激光雕刻对准。球可用于每日检查。
请参见第 313 页。

警告

等中心体模并不适用于 Winston-Lutz 测试或与治疗室激光对准。

X 射线校准体模

①

图 22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ET X 射线校准体模
用于校准 X 射线成像系统，从而确保患者摆位的准确校正和验
证。请参见第 301 页。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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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rac 验证体模

①

图 23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ExacTrac 验证体模
该可选的组织等效材料中的仿真骨等效骨盆插入物用于质量保
证和治疗师培训。

ExacTrac 硬件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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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rac 数据准备/审核/分配工作站

一般信息

ExacTrac 数据准备/审核/分配工作站可使您在不干扰 ExacTrac 系统的临床使用的情况下，为
ExacTrac X 射线影像引导放射治疗 (IGRT) 流程准备患者个人数据。这包括：

• 通过 DICOM 导入患者数据，并为个体患者定义适当的 IGRT 设置。

• 审核 ExacTrac 历史设置数据和参数而不妨碍 ExacTrac 系统使用。

• ExacTrac 软件的第二项许可。

• 全局数据库（服务器设置）和在多个 ExacTrac 系统之间访问所有 IGRT 患者数据。

要求

准备和审核系统：

• 要求 ExacTrac 6.2 系统

• 建议：IGRT 审核和批准软件（单独模块）

系统设置

系统应由 Brainlab 服务工程师安装并进行所有必要设置。要启动系统：

步骤

1. 打开设备背面的启动开关。

2. 按设备正面的电源按钮。

3. 打开监视器。

4. 现在根据第 101 页 中所述的程序启动 ExacTrac 软件。

数据保护 － 保密性和防止未经授权访问

在 ExacTrac 软件中，患者数据由患者姓名和唯一的 ID 加以识别。为此，必须根据相关保密法规
处理患者数据并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

警告

必须适当地防止普通人员接触工作站，或将工作站安装在可随时监管的位置。医院负责确保工作站
的安全性。

Windows 操作系统具有用户认证功能，可防止未经授权访问患者数据。所有登录和密码信息应由医
院的网络管理员处理，并指示操作系统的所有人员在使用后注销系统。安装启用密码保护的界面保
护程序可提供额外的安全性。

为防止患者数据丢失，应将患者数据备份于 DVD/CD 上，或使用基于网络的存档系统保存。

警告

不要使用内部 DVD/CD 刻录机备份重要的患者数据。由于技术的局限性，DVD 和 CD 的持久数据完
整性无法保证。由于保密性患者数据保存在工作站的硬盘上，因此在处置系统之前，必须妥善地清
除这些数据或将硬盘物理损毁。

警告

仅从硬盘上清除数据并不能充分防止数据被找回。必须使用专门的软件应用程序，使数据无法恢
复。

新创建的用户必须加入“ExacTrac 用户组”才能使用全部功能。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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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图

①

③
②

图 24 

编号 组件

① DVD/CD/RW 光驱

② 电源按钮

③ USB 接口 (2x)

ExacTrac 数据准备/审核/分配工作站

58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背面图

⑪
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⑧

⑨

⑦

图 25 

编号 组件

① 带电源开关的 AC 适配器

② 键盘接口

③ 鼠标接口

④ 内建 VGA（已禁用）

⑤ 并行端口（BIOS 已禁用）

⑥ USB 接口 (4x)

⑦ 网络 1 接口

⑧ 网络 2 接口（BIOS 已禁用）

⑨ 麦克风接口

⑩ 声音输出接口

⑪ 显卡 DVI 端口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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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清洁系统

步骤

1. 关闭系统，并关闭所有电源和设备开关。

2. 从电源上拔下系统电源插头。

3. 使用干布清洁系统外壳、鼠标、键盘和监视器表面。

警告

请勿使用手动或自动清洁和消毒程序！

警告

请勿对系统组件进行灭菌！

警告

确保液体不会进入系统组件，因为这可能会损坏部件和/或电子元件！

工作站电源规格

规格

大工作电压
100-127 伏

200-240 伏

频率 50-60 赫兹自动感应

电源输入额定值 7 安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只有经过授权的 Brainlab 人员可以在 Brainlab 系统上安装软件和硬件。用户不可安装或移除任
何软件应用程序或硬件组件。如果与 Brainlab 人员合作安装病毒扫描程序，则必须根据
Brainlab 的建议进行配置。

警告

为确保安全和正确地使用系统，Brainlab 建议在首次使用系统之前所有用户应参加 Brainlab 代
表开办的全面培训课程。

警告

ExacTrac 系统组件和附属设备只能由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操作。

警告

ExacTrac 数据准备/审核/分配工作站仅应与一个或多个 ExacTrac 系统配合使用。

警告

请勿阻塞或遮盖系统外盖或外壳或其他交付的设备（如监视器）上的狭缝。必须使空气通过这些狭
缝流通，才能确保系统正常运行且不会过热。

警告

请勿将系统置于暖气片或加热器通风口附近或之上，或置于直射阳光下。不得将系统置于狭小的密
闭空间内，除非通风状况良好。

ExacTrac 数据准备/审核/分配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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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为确保适当通风，系统的左边/右边/上方/前面/后面至少需要留出 200 毫米间隙。

警告

触电或火灾危险：不要使用损坏的电缆（绝缘损坏、裸线）。

警告

在紧急情况下（如外壳或电缆损坏、液体或异物进入），应立即关闭系统，取下电源接头并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激光安全

警告

DVD/CD 光驱/刻录机：直视激光束很危险。请勿移除任何驱动器盖。

警告

请勿直视鼠标激光。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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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rac 系统电子元件

3.3.1 有关电气安全的一般说明

监管背景

无论通过单独认证或采取特定的额外安装措施，位于患者附近的所有 ExacTrac 系统组件均应满足
电子医疗设备和系统的安全性要求。这两种情况中的程序一般都来源于医疗器械指令 93/42/EEC，
并根据以下标准实施：

• IEC 60601-1[医用电气设备 － 第 1 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安全设备

ExacTrac 系统应用了两个主要的安全装置，以符合 IEC 60601-1 的要求，确保患者安全：

• 医用级隔离变压器，确保所有电气系统组件与电源之间的电绝缘，从而防止系统因电源过电压而
损坏。

• 集成保护接地线，为系统及其组件提供电位均衡，从而使接触电流保持在 小。

电源规格

ExacTrac 系统的电源要求如下：

• 额定功耗：400 瓦（连续）

• 3.15 千伏安（额定 大电源输入）

• 100-240 伏交流电，单相

X 射线双发生器的电源要求如下：

• 65 千伏安（额定 大电源输入）

• 200-480 伏交流电，三相

严重故障情况下的程序

如果发生电气故障，请遵循规定的应急程序。

警告

只有经过消防程序培训的人员可以尝试扑灭电气火灾。电气火灾仅应使用适当的灭火器扑灭。在任
何情况下都不应使用水灭火。

警告

如果发生故障，应立即停止治疗并联系您的 Brainlab 支持专家。

连接限制

警告

不要将各种不同的设备连接到 ExacTrac 数据接口或集成电轨上。只能将 Brainlab 指定的设备连
接到系统上。

警告

不要将 ExacTrac 系统组件直接连接到主电源上。为保证用户和患者的电气安全，ExacTrac 系统
组件只能通过集成电轨供电。

ExacTrac 系统电子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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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连接到医用电气设备的其他设备必须符合各项 IEC 或 ISO 标准（如：关于数据处理设备的 IEC
60950 和关于医疗设备的 IEC 60601-1）。此外，所有配置应符合医用电气系统的要求（请分别参
见 IEC 60601-1-1 或 IEC 60601-1 第 3 版第 16 条）。将其他设备连接到医用电气设备的任何
人需要对医疗系统进行配置，因此应负责系统符合医用电气系统的要求。请注意，当地法律优先于
上述要求。如有疑惑，请咨询您当地的代表或技术服务部门。

警告

不允许通过多位插座为 Brainlab 医疗设备供电。如果客户使用多位插座，则由其建立医用电气系
统，并对建立的系统负全部责任。

环境限制

警告

EDITOR HFe X 射线发生器不适用于在燃烧气体区域操作。在清洁和患者治疗期间，请遵守有关可
燃性危险气体混合物形成的适用法规。不可以在可能存在爆炸危险的区域内操作该设备。不得在液
体、易燃麻醉剂、消毒剂、喷雾剂附近或在富氧环境中操作。 

有关电磁兼容性的说明

警告

ExacTrac 根据 IEC 60601-1-2（EN 55011，A 类）接受了认证。尽管该系统满足医疗设备的规定
辐射限制，但其可能对医用或非医用设备产生电磁干扰或中断无线电通讯。如果出现电磁干扰，操
作者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 重新放置或重新摆位受影响的设备

增加设备和受影响设备之间的距离

• 将受影响的设备连接到另一个电源

• 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获得进一步建议

警告

如果怀疑存在电磁干扰，请不要操作 ExacTrac。

警告

Brainlab 对因使用非建议的互连电缆造成的干扰不负责任。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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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X 射线发生器的电气安全

系统故障情况下的程序

警告

如果 ExacTrac 软件或发生器控制台上显示发生器警告或错误消息，则根据错误类型，不能再使用
X 射线机：请遵守发生器操作说明中所述的适用于每个特定错误的说明/操作规范。如果操作员未
采取措施，可能会对发生器造成额外损坏。

用户安全

警告

即使关闭了系统，电压仍会应用于 X 射线发生器的电源柜、电源接头处和控制电路中。为防止严
重受伤或死亡，只有经过培训的技术人员可以移除机箱面板或更换 X 射线管。

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70 页。

ExacTrac 系统电子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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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ExacTrac 配电

一般信息

在 ExacTrac 系统中，电源通过工作站机箱分配。如果您的 ExacTrac 系统包含可选的 X 射线配
置，也将提供一个带独立电源的 X 射线发生器。

工作站机箱

①

图 26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工作站机箱
为 ExacTrac 电子组件和平板提供全部电源。

只有 ExacTrac Robotics 在使用中通过电池供电。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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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ExacTrac 操作面板

一般信息

除了工作站和电缆外，ExacTrac 工作站机箱中还包含各种操作和连接面板。

变压器控制面板

① ② ③ ④ ⑤

图 27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电源输入保险丝开关 控制建筑电源是否可用于系统。

② BUILDING POWER 指示器 提示建筑电源是否可用。

③ 对地漏电断路器 防止漏电。

④ 电路保险丝开关 提供电路过载保护。

⑤ 系统打开指示器 在系统控制面板（见下图）中打开系统后，该指示器亮起。

ExacTrac 系统控制面板

① ② ③ ④

图 28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BUILDING POWER 指示器 建筑电源可用时亮起。

② SYSTEM ON 按钮 打开系统电源，为所有系统组件供电（请参见第 97 页）。

③ SYSTEM OFF 按钮 关闭系统电源（请参见第 277 页）。

④ COMPUTER ON / OFF 按钮 启动 ExacTrac 工作站。

注: 系统也可通过 ExacTrac 控制台（请参见第 52 页）启动和关闭。
 

ExacTrac 系统电子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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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rac 机架电子元件

ExacTrac 机架电子元件是系统与外部组件之间的接口，用于连锁和自动防故障处理以及发生器维
修模式，也用于显示诊断 LED。

对于 ExacTrac 版本 6.0 至 6.2.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图 29 

对于 ExacTrac 版本 6.5：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图 30 

编号 组件 功能/用途

① ExacTrac 电源 连接到机箱电源。为其他插板提供电源。

② 连锁 (ILK)
分析接收的连锁信号并将其传输至其他插板（请参见第 69
页）。

③ COM 将工作站连接到 ExacTrac 系统。

④ Robotics 将 Robotics 连接到 ExacTrac 系统。

⑤ X 射线 将 X 射线发生器和 X 射线报警系统连接至 ExacTrac 系统。

⑥ 治疗床 将治疗床连接到 ExacTrac 系统。

⑦ ILK 射束状态扩展
直线加速器中压状态接口（仅 Varian C 系列直线加速器
上）。

⑧ ExacTrac 直线加速器
(ET Lin) 插板

与集成的 Elekta 直线加速器配合使用（见下文）。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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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rac 直线加速器 (ET LIN) 插板

ET LIN 插板要与集成的 Elekta 直线加速器配合使用。在 ExacTrac 未消除其连锁状态时，它可
以抑制直线加速器上的 "Beam On"。

⑥
⑦

①
③

④

②
⑤

图 31 

编号 组件 功能/用途

① Diag
错误指示器。

红色：发生内部硬件错误。

② Power 绿色：直线加速器插板正确通电。

③ Active 指示内部活动。

④ 旁路开关

On：直线加速器操作员可以随时激活直线加速器射束。在不使
用 ExacTrac 进行治疗时，这必须设置为 On 以绕过 ExacTrac
连锁。

Gated：当 ExacTrac 与 Elekta 集成直线加速器配合使用时，
这是默认设置。这使 ExacTrac 可以根据患者位置设置或解除
射束暂停连锁。

⑤ Status

绿色：允许射束。ExacTrac 允许“射束启动”，或者旁路开关
已设置为 On。

熄灭：ExacTrac 主动抑制“射束启动”，且旁路开关已设置为
Gated。当系统断电时，该指示器也熄灭。

⑥ RxD 显示来自 ExacTrac 工作站的通信（接收）。

⑦ TxD 显示发送至 ExacTrac 工作站的通信（传输）。

注: 如果硬件或软件错误导致直线加速器模式保持在 Gated 设置，直线加速器射束便不可再启
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重启 ExacTrac 软件或手动将开关设置到 On 位置以完成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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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rac ILK 插板

④

① ②

③

图 32 

编号 组件

① 诊断 LED

② Power LED

③ DIAG LED（在正常情况下熄灭）

④ 自定义 EXT ILK

ET ILK 插板可用于连接可选的自定义信号。其附带有匹配的终端插头，包括两个安装的短路桥。
此外，接头与 ExacTrac 电流分离。可选的可连接信号为：

• 自定义报警灯：允许用客户特定的报警灯代替 Brainlab ExacTrac 报警灯。自定义报警灯连接
到 EXT ILK 上。接头具有两个继电器常开插脚，在 ExacTrac 打开报警灯时关闭。

• 门触点：一种检测是否有人进入治疗室的设备，即门触点或光栅，可连接到 EXT ILK。标准的接
口配置需要低侧常开开关触点，但可配置为高电平有效 12 伏驱动输入。

• 紧急关闭：治疗室的第二个自定义紧急关闭装置可连接至 EXT ILK。标准的接口配置需要低侧常
开开关触点。

EXT ILK 的自定义连接必须经过 Brainlab 支持人员的批准。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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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Varian ETR/Varian Exact 治疗床接口

一般信息

如果您使用的是 Varian ETR 或 Exact 治疗床和适当的 Varian Clinac 硬件，您可以选择购买自
动治疗床摆位模块：

• 可根据 ExacTrac 软件的计算，将治疗床调整到所需位置。

• 可使用 ExacTrac Robotics 提高摆位精确度（请参见第 255 页）。

治疗床接口

①

②

③ ④

⑤

图 33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ET Handpendant Clea‐
rance

提示用户为控制柄提供间隙。

② ET Handpendant Active 提示控制柄已激活。

③ POW ET 指示来自 ExacTrac 的电源。

④ POW VMS 指示来自 Varian 的电源。

⑤ Data 提示数据已传输至 Varian 治疗床。

要使用控制柄，必须将治疗床接口连接到治疗床的控制手柄插头上。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从控制室执行自动治疗床摆位时，您必须认真遵守视频监视器上的摆位步骤，并遵循界面上的摆位
指示。如果治疗床移动过度（治疗床的移动距离明显大于所需位移）和/或治疗床移动期间
ExacTrac 中显示的患者位置未改变，则只能从治疗室内执行摆位步骤。

只有用户可以无障碍地看到患者时，才能进行自动治疗床摆位。务必避开活动件。

自动摆位模块不支持低于 5.4 版的 Varian Clinac 软件。如可以，请联系您当地的 Varian 代表
进行升级。

ExacTrac 系统电子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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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ExacTrac 控制手柄

控制手柄

②

①

图 34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控制手柄

用于启用治疗床和 Robotics 的移动。

要启用移动，将控制柄从治疗床上的固定架上取下，并同时按两个按
钮。

用完控制柄后，将其放回固定架。

挂钩 ② 可用于将控制柄挂在治疗床的侧面扶手或控制柄固定架上。

注: 不使用 ExacTrac 控制手柄时必须将其置于治疗床扶手或控制柄固
定架上。
 

警告

ExacTrac 控制手柄必须放在治疗期间患者不能触及的地方。对于 Varian 治疗床：ExacTrac 控制
手柄必须放在治疗床的控制柄固定架上。所有 Varian 或其他第三方控制柄都必须放在治疗期间患
者不能触及的地方。

警告

在兆伏或千伏射束照射期间，不要按 ExacTrac 控制台或 ExacTrac 控制手柄上的移动启用按钮来
移动患者。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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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Varian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的治疗床移动

一般信息

如果您使用的是 Varian TrueBeam 治疗床，您可以购买自动治疗床摆位模块。对于 TrueBeam 治
疗床自动控制，不需要额外硬件。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具有一个软件界面（ADI － Auxiliary Device Interface 辅助设备界
面），通过该界面可使用 ExacTrac 系统自动校正治疗床位置（参见第 185 页）。

ExacTrac 系统电子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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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操作 X 射线设备

3.4.1 基本辐射安全

基本安全

在 ExacTrac X 射线配置中，放射设备是您系统的一部分。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能保证本设备的安
全使用：

• 在适当防辐射的医疗环境中使用 X 射线设备。

• 由熟悉放射诊断学、X 射线发生器操作和临床放射治疗辐射安全要求的合格人员操作系统。

• 遵守相关的安全指示。

警告

操作 X 射线设备存在严重危险。未经授权的人员不可操作 X 射线设备。客户负责确保在安装和操
作设备时遵守当地的监管要求。X 射线设备仅应根据第三方供应商和相关安全部门提供的安全信息
和其他说明进行操作。

警告

仅允许合格人员操作或维修系统。

警告

请勿在使用其他基于 X 射线的成像系统的同时使用 ExacTrac。

制造商信息

有关 X 射线组件的详细信息可查阅相应的制造商文件：

X 射线设备 制造商

X 射线发生器
Spellman High Voltage Electronics GmbH（原 K&S
Röntgenwerk）

X 射线管
Varian Medical Systems Inc. (Varex Imaging Corporati‐
on)

X 射线管准直仪
Brainlab AG（对于在 2011 年之前发货的系统：Eureka
Progeny Inc.）

辐射安全机构

有关辐射安全的额外信息可从您所在国家的辐射安全机构获得。

警告

未遵守本手册中提供的说明和其他相关安全注意事项可能导致患者或用户严重受伤或设备严重损
坏。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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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患者摆位期间的 X 射线剂量

一般信息

ExacTrac X 射线组件满足 IEC 规定的有关 大程度减少摆位工作流程期间患者的 X 射线剂量的
要求。

一对 X 射线影像中患者摆位的典型影像剂量约为 1 mGy。

X 射线的几何设置

17" ExacTrac X-ray 地板机盒

因素 测量值

X 射线管焦点到平板之间的距离 3.6 米

X 射线管焦点到等中心之间的距离 2.3 米

平板的辐射敏感区面积 20.4 x 20.4 厘米

ExacTrac X-Ray 地面机盒：

因素 测量值

X 射线管焦点到平板之间的距离 3.1 米

X 射线管焦点到等中心之间的距离 1.9 米

平板的辐射敏感区面积 20.4 x 20.4 厘米

等中心处的射野大小 12.5 x 12.5 厘米

12" ExacTrac X-Ray 地板机盒：

因素 测量值

X 射线管焦点到平板之间的距离 3.4 米

X 射线管焦点到等中心之间的距离 2.2 米

平板的辐射敏感区面积 20.4 x 20.4 厘米

等中心处的射野大小 13.2 x 13.2 厘米

X 射线光束过滤

17" ExacTrac X-ray 地板机盒：X 射线源组件可产生相当于 2.5 毫米 Al 的总射束过滤。该过滤
由射线管本身、外壳、固定铝滤光片和准直仪单元产生。

ExacTrac X-Ray 地面机盒：X 射线源组件可产生相当于 2.5 毫米 Al 的总射束过滤。该过滤由射
线管本身和固定铝滤光片产生。准直仪用于使 X 射线瞄准平板探测器的大小。ET X 射线准直仪的
Al 当量为 0.0 毫米。

12" ExacTrac X-Ray 地板机盒：X 射线源组件可产生相当于 3.5-4.2 毫米 Al 的总射束过滤。该
过滤由射线管本身和 12" ET 地板机盒的铝盖产生。铝盖的 Al 当量为 2.8-3.5 毫米，具体取决
于准直仪与盖板之间的角度。准直仪用于使 X 射线瞄准平板探测器的大小。ET X 射线准直仪的
Al 当量为 0.0 毫米。

注: 不得移除铝盖或使用其他盖板更换铝盖。
 

患者治疗床会产生额外的过滤。根据与 ExacTrac 配合使用的治疗床面，应考虑相应的过滤当量。

对于 Brainlab 成像治疗床面，请参见成像治疗床面的硬件用户指南。

对于所有其他治疗床面，请查阅治疗床面原始制造商提供的信息。

其他阅读材料

请参见第 27 页。

操作 X 射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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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X 射线报警系统

一般信息

ExacTrac X 射线组件提供三种不同的 X 射线报警系统选项：

• 来自 Brainlab 的 ExacTrac 报警灯

• 客户报警灯接口

• 门连锁装置接口

报警灯提示下一次用户交互时按下曝光按钮可以触发 X 射线曝光。

X 射线报警系统

图 35 

• 如果您在治疗室中时 X 射线报警灯开始闪烁，请立即通知直线加速器控制台旁的操作员您在
场，并尽快离开治疗室。

• 报警灯将持续亮起，直到您退出软件中的 X 射线采集界面。

安全注意事项

应定期验证 X 射线报警系统的功能是否正确（请参见第 378 页）。

警告

在激活 X 射线之前，确认只有患者在治疗室内。

警告

可以安装门连锁。如果没有安装门连锁，则必须确保没有操作员会受到千伏剂量的伤害。这可通过
使用技术或工作流程措施来实现。

客户报警系统

客户 X 射线报警灯和门连锁装置可使用 ILK 接头（请参见第 69 页）连接至 ExacTrac。

如果没有安装门连锁，客户有责任确保千伏剂量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这可通过技术或工作流程
措施来实现。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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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X 射线设备的安全操作

有关操作地板机盒的说明

警告

盖板可支撑 100 千克的 大负荷。如果超过此负荷，盖板可能破裂。

不应将具有锋利尖端的物体放在盖板上。这可能会损坏碳纤维 X 射线束插座（仅适用于 17" 地板
机盒）。

请注意，X 射线辐射可能会损坏电子设备。请保持射束路径无障碍。

警告

治疗期间请勿将任何东西置于 X 射线束路径中。

警告

必须定期测试保护接地线的阻抗。

警告

系统的校准需要至少每天进行一次验证（校准验证，每日检查），如果其中某个组件遭到机械撞
击，也应进行验证。

警告

如果 X 射线图片不位于中心和/或显示了一部分，请停止治疗并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这表明
组件的位置已改变。

警告

ET X 射线准直仪含有铅！切勿裸手触摸准直仪！

有关操作 ExacTrac X-Ray 地板机盒的说明

工作期间进入治疗室的任何人（如医师、清洁人员、电工...）必须接受有关室内情况和绊倒危险
的培训。医院负责定期重复该培训并培训新进人员。

警告

请勿踩踏或坐在盖板上！

警告

如果看到盖板有裂痕，通知 Brainlab 支持人员进行更换。

警告

包含系统操作或患者治疗期间使用的项目的（移动）机箱，必须放置在适当的位置，以使 ET 地面
机盒或线槽不位于通道上（请参见图 35）。

操作 X 射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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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机盒放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②

④

编号 组件

① 患者治疗床。

② 医疗设备。

③ 地面机盒。

④ 请勿将医疗设备放置在图中所示的虚线后面！

⑤ 直线加速器。

⑥ 线槽。

有关操作 12" ExacTrac X-Ray 地板机盒的说明

警告

治疗期间，ET 地板机盒的铝盖板必须放置到位。

警告

仅适用于安装有 Elekta 直线加速器的系统：如果有水飞溅到 ET 地板机盒上，请关闭系统和 X
射线发生器。通知 Brainlab 支持人员且不要再使用系统。

警告

如果有水飞溅到 ET 地板机盒上，请关闭系统和 X 射线发生器。小心打开铝盖。如果有水渗入铝
板（如木板上有水坑）下，请通知 Brainlab 支持人员且不要再使用系统。如果看不到水，应盖上
铝盖并紧固。然后重启系统。

注: 不得移除铝盖或使用其他盖板更换铝盖。
 

有关操作 X 射线管的说明

开始患者治疗前，您必须先预热 X 射线管，然后才能进行全曝光量曝光（请参见第 99 页）。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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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的安全操作

在平板附近使用高于 1.8 米的设备（如滴水架）时请小心谨慎，并要求患者特别注意。意外碰撞
可能使平板错位。在此情况下，必须重新校准系统。发生严重撞击时，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
员。

操作 X 射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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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影像质量

如何检查影像质量

要检查影像质量：

步骤

使用 75 伏和 50 毫安秒的设置采集影像质量验证体模的 X 射线影像。

测量时，管与体模之间必须有 25 毫米 AI。

影像质量验证体模必须具有以下属性：

• 测量每毫米 LP 的线

• 8 个低对比度对象，由 PMMA 材料制成，具有不同深度：0.4 毫米/0.6 毫米/0.8 毫米/1.2 毫
米/1.7 毫米/2.4 毫米/3.4 毫米/4.0 毫米

• 17 个动态步阶，由 Cu 组成（具有不同深度）并具有 PMMA 覆盖层：

- 4 毫米 PMMA：0.00 毫米/0.18 毫米/0.36 毫米/0.54 毫米/0.74 毫米/0.95 毫米/1.16 毫
米/1.38 毫米

- 17 毫米 PMMA：1.5 毫米

- 12 毫米 PMMA：1.73 毫米/1.96 毫米/2.21 毫米/2.45 毫米/2.7 毫米/2.96 毫米/3.22 毫
米/3.46 毫米

低要求是可以看到：

• 低 1.2 LP/毫米

• 少 8 个低对比度对象中的 5 个

• 少 17 个动态步阶中的 15 个

注: 要获取所需的影像质量属性，可以更改毫安秒设置、使用软件对比度滑动条和/或放大影像。
 

硬件概述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79



3.6 储存、清洁和消毒指南

3.6.1 储存

储存条件

环境温度 -10°C - 50°C

湿度 15% - 90%，非冷凝

大气压 700-1,060 百帕

如果系统的部件位于水中或有水飞溅到系统的部件（如发生器）上，请关闭系统和发生器并通知
Brainlab 支持人员。

储存、清洁和消毒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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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清洁

一般清洁指南

警告

仅可使用当地法规允许的无毒性溶剂。仅可在通风良好的区域进行清洁，并根据当地法规处置溶
剂。

警告

不得使用腐蚀性清洁剂、溶剂或研磨清洁剂。如果不确定清洁剂的性质，请勿使用。

校准体模

校准体模应使用柔软的干布清洁。请勿触摸标记插片/标记球或使其接触水分。

X 射线地板机盒的盖板

使用微湿的布清洁盖板。确保液体没有进入地板机盒。

摆位阵列

摆位阵列应使用柔软的干布清洁。请勿触摸标记插片/标记球或使其接触水分。

红外摄像头

步骤

1.
使用摄像镜头除尘器（刷子）清除每个照明器滤镜和镜头上的灰尘。用刷子划过表面，仅
朝一个方向轻轻地刷去表面上的灰尘。

2. 使用含 Meliseptol 消毒剂的抹布轻轻地擦拭照明器滤镜和镜头表面。

3.
继续清洁摄像头的其他部分。注意不要将摄像头上的灰尘擦拭到照明器滤镜和镜头上。避
免使抹布和摄像头长时间接触。

4.
使用为多涂层镜头配制的市售镜头清洗液（如：AR66）和干净的针织超细纤维光学设备清
洁布（如：Hitecloth）来清洁照明器滤镜和镜头。避免使镜头清洗液与照明器滤镜和镜头
长时间接触。

为防止表面损坏，避免使带消毒剂的抹布与摄像头表面长时间接触。

不要使用纸制品清洁摄像头。纸制品可能会刮花和损坏照明器滤镜。

检查摄像头（尤其是镜头和照明器滤镜）是否干净和有无损坏，然后再使用摄像头。

必要时，仅清洁照明器滤镜和摄像头镜头。

验证体模

使用干燥或微湿的软布清洁 ExacTrac 验证体模。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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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机箱

步骤

1. 在开始清洁之前，先关闭计算机机箱电源。

2.

使用微湿的布清洁计算机机箱。

确保液体没有进入计算机机箱，否则会导致短路。

请勿使用液体喷洒计算机机箱。

配电箱

配电箱应使用微湿的软布清洁。

ExacTrac 控制台/控制手柄/治疗床接口

步骤

1. 在开始清洁之前，先关闭系统电源。

2.

使用微湿的布清洁这些设备。

确保液体没有进入这些设备，否则会导致短路。

请勿使用液体喷洒这些设备。

X 射线发生器

请勿使用研磨清洁剂、有机溶剂或溶剂型清洁剂。

步骤

1. 在开始清洁之前，先关闭发生器电源。

2.

使用湿布清洁发生器。

确保液体没有进入这些设备，否则会导致短路。

请勿使用液体喷洒发生器。

吊顶式监视器臂

警告

对于所有清洁/消毒工作，从电源系统端断开垂吊系统连接，并采取措施防止其意外重新连接。请
勿让清洁/消毒液进入垂吊系统。

为了避免损坏塑料部件，请勿使用洗涤剂以及碱性、酸性或含酒精的清洁剂。

• 从电源系统端断开垂吊系统连接，并采取措施防止其意外重新连接。

• 如果需要，让终端设备冷却。

• 使用微湿的布擦拭表面；如果需要，添加中性肥皂液（洗碗剂）。

触摸屏监视器

步骤

1.
使用湿布上下擦拭设备；请勿让液体进入设备。医院常用的所有清洁剂和消毒剂皆适合。
请勿使用研磨性产品。

2.
在清洁或消毒之前，先从设备端断开电缆并拔除电源接头。在断开电缆时，确保拿着接头
而非电缆进行拔除。

储存、清洁和消毒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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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清洁电缆时使用蘸有肥皂水的布上下摩擦。使用消毒剂进行消毒。请勿将电缆浸入液体
中。

警告

电击危险 - 在清洁和消毒之前，先拔除电源线及显示屏连接电缆以断开电源。在所有被清洁的部
件完全干燥之前，请勿将设备重新连接到电源线或其他设备。

人身伤害、设备损坏 - 严格遵守清洁剂和消毒剂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说明。

在清洁平板显示屏之前，先将其关闭并拔除 12 伏直流电接头或电源连接电缆。请勿将液体清洁剂
直接喷洒到显示屏上。请将清洁剂喷洒到抹布上，然后将显示屏擦拭干净，擦拭时不要施加任何压
力。

摆位臂

警告

该产品以非无菌方式供应并且不可接受灭菌处理。

清洁和消毒不当导致材料损坏：只能使用必要量的清洁剂/消毒剂，并使用干布清除多余的液体。
只能手动清洁和消毒该产品。若要清洁和消毒该设备，请仅使用软刷或使用洁净的软布进行擦拭。
请勿使用金属刷或钢丝绒。清洁时适合使用弱碱性的多用途清洁剂（肥皂沫）， 好含有表面活性
剂和磷酸盐。所有不含氯化合物或者氯析出性化合物的表面消毒剂皆适用。

不得将关节臂浸入液体中。清洁/消毒期间，关节臂的中心手柄必须紧固。

硬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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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消毒

消毒剂

本消毒说明适用于：

• ExacTrac 控制台

• ExacTrac 控制手柄

• ExacTrac 治疗床接口

• ET 地板机盒

未对消毒作出相关规定。如果需要，可以使用经测试的消毒剂执行消毒。

经测试的消毒剂：

消毒剂类型 示例

醇基 Meliseptol、Mikrozid AF Liquid

烷基胺基 Incidin Plus 2%

活性氧基 Perform

乙醛/氯基 Antiseptica Kombi - Flächendesinfektion

注: 只能使用您所在特定市场中发售的表面消毒剂。
 

注: 表面消毒剂可能会留下残余物。使用干布即可轻松擦除这些残余物。
 

务必严格遵守消毒剂制造商的指示。

使用非指定的清洁液、消毒巾或清洁步骤可能会导致设备损坏。建议只使用经 Brainlab 确认的消
毒剂，以免损坏系统。

储存、清洁和消毒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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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RAC 发生器控制
4.1 X 射线发生器配置

一般信息

ExacTrac X 射线系统使用带有软件控制的双发生器。

发生器软件控制

ExacTrac 将根据患者设置或当前的采集任务自动配置 X 射线发生器。X 射线发生器的曝光设置以
及当前发生器状态显示在如下所示的界面区域（X 射线发生器控制）：

如果对自动选择的设置不满意，您可以使用 X 射线发生器控制来手动修改曝光设置。修改后的数
据将成为当前患者未来任何 X 射线影像采集的标准曝光设置。

双发生器

您以快速连续的方式使用两个射线管拍摄 X 射线校正和验证影像。这使得工作流程更快速和更顺
畅。软件中显示两个射线管的 X 射线影像采集界面。例如：

EXACTRAC 发生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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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不同时拍摄影像，从而避免两个影像之间发生散射干扰，并减少系统消耗的 大功率。在完成第一
个 X 射线影像拍摄后几毫秒内采集第二个 X 射线影像。

双发生器软件控制

双发生器配置始终包括 X 射线能量设置的软件控制。两个 X 射线发生器通过 X 射线发生器控制
软件来控制。

可使用 ExacTrac 控制台的曝光按钮来启用曝光。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修改后和进行 X 射线曝光前，按 Apply 按钮验证每个 X 射线设置。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技术原
因发生器不接受设置时，必须这样做。按 Apply 按钮后，ExacTrac 会显示实际的发生器 X 射线
设置。

警告

在每次 X 射线曝光之前，验证所选的发生器设置是否可行。

确保 X 射线设置值正确，因为没有自动曝光控制。

警告

当发生器关闭时，必须确保射线管不会高速旋转。阳极不受控制的减速会导致阳极板的轴承损坏，
从而损坏射线管。如果在阳极高速旋转期间发生器关闭，请立即将其开启。开启后，射线管将自动
减速。在进行曝光后，射线管保持高速运行约 20 秒。

X 射线发生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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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修改数值

步骤

1.

单击 Modify 可调整 X 射线发生器的曝光数值。该射线管的 X 射线影像采集被禁用。

①

2.

要同时修改两个射线管的数值，单击锁链符号 ① 关闭锁链。将管 1 的数值复制到管 2。

曝光设置以红色显示，以便提醒用户正在修改两个射线管的数值。两个射线管的 X 射线影
像采集被禁用。

3. 单击 Apply，将修改后的曝光值发送到 X 射线发生器。

警告

对于首次患者治疗，必须使用 X 射线设置工作流程验证预先定义的 X 射线设置。

EXACTRAC 发生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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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治疗准备
5.1 植入不透射线基准标记

一般信息

植入式不透射线基准标记可用于帮助患者摆位，以对一些身体部位，由于内部器官相对于骨骼标志
发生位移而可能产生移动，且清晰度不足以在 X 射线影像中确定位置的靶区进行放射治疗。

如果使用 ExacTrac 谨慎执行了从标记植入到靶区定位的全部步骤且用户考虑到了可能限制靶区定
位精确性的因素，则可根据植入式标记准确定位靶区。

准备植入式标记时，必须在很靠近靶区的位置植入基于患者的治疗标记，并且必须采集包含带标记
患者影像的 CT 数据集。CT 数据集用于治疗计划以及植入物和靶区在治疗期间的定位。

所有植入式标记的位置以及标记位置形成的模式对靶区定位的精确性影响很大。

植入式标记的规范

有各种类型的标记可用。标记类型决定其在 X 射线中的可视性、自动检测的成功率及移位的概
率。ExacTrac 支持两种类型的标记：

• 短标记（长度小于 5 毫米的球形或圆柱形植入式标记）

• 长标记（长度大于 5 毫米的植入式标记）

采集的影像必须能够充分显示植入的标记。要验证可视性，可先拍摄贴有相关标记的体模的 X 射
线测试影像。

每次治疗仅可使用一种类型的标记。

警告

仅使用经验证适合在摆位程序中进行靶区定位，尤其在 X 射线影像中可见的不透射线植入式标
记。

警告

应根据标记的植入部位来选择是否使用非移位标记。医院或诊所负责选择合适的标记模式。

植入式标记的位置

植入式标记的位置对于靶区定位的精确性至关重要。将标记放置在离靶区尽可能近的位置。标记如
果靠近靶区，通常会维持一个相对靶区位置更恒定的位置。标记与靶区位置之间需要有固定关系才
能确保高精确性。

摆位和验证时，如果靶区与植入式标记模式的重心间的距离较大，会放大由于细微标记移位所引起
的靶区偏差。这是因为匹配偏差所导致的旋转在几何上被放大，这是靶区到旋转中心间距离的杠杆
效应引起的。杠杆效应不适用于重心匹配（见第 404 页）和在用户请求进行摆位和验证时，使用
等距匹配方式失败的情形。无论如何，根据前面提及的原因，植入物的位置应始终尽可能靠近靶
区。

有关植入式标记位置对靶区定位精确性影响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03 页。

警告

植入标记时应使标记紧密围绕靶区， 理想的情况是所有植入式标记的重心与靶区位置相一致。

治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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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式标记的数量

基于植入式标记的治疗至少需要两个短标记或一个长标记。请注意，对于仅基于一个长标记的治
疗，系统将无法检测出此标记相对于靶区的潜在错位，例如通过移位。另请注意，旋转和相应校正
的计算需要至少三个短标记或两个长标记。

ExacTrac 使用 多六个短标记或三个长标记支持靶区定位。

使用更多数量的植入物进行靶区定位，更易探测到各个标记之间的位移，这样可以更可靠地指示标
记的移位，或更有效地补偿移位。另一方面，使用更多数量的植入物时，发生模糊匹配结果的可能
性会提高。

可以植入多于所需的标记（例如，在发生移位或其他标记发生可视性问题时使用备用标记），并且
可以在治疗期间仅定义用于靶区定位的特定标记。然而，植入更多的标记会增加产生模糊匹配结果
的可能性。因此，不建议植入超过合理适当数量的标记。在任何情况下，植入式标记的数量均不得
超过十个短标记或五个长标记。

有关植入式标记位置对靶区定位精确性影响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03 页。

如何验证可视性

采集的影像必须能够充分显示植入的标记。要验证可视性，可先拍摄贴有相关标记的体模的 X 射
线测试影像。

风险

警告

为了防止植入标记移位导致治疗精确度下降，应在采集用于治疗计划的 CT 数据集前至少一个星期
执行标记植入。请遵照植入式标记制造商提供的信息！

警告

基准标记植入是一种复杂且具有潜在危险的程序，必须由受过适当培训的专业人员执行。外科程序
和植入式标记的选择由医院或诊所负责。Brainlab 不提供有关此类专业外科程序的指南。

法规注意事项

使用植入式基准标记时必须遵守地方法规（例如 FDA 许可或特定的法规指南）。

植入不透射线基准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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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黏贴身体标记

可用标记

标记 何时使用

铝制 CT 身体标记球（有或无红外反射
金属箔片）

CT 扫描

塑料红外身体标记球 放射治疗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如果使用摆位阵列进行患者摆位，则请勿使用身体标记。

警告

为了确保适当的患者安全性和摆位精确性，Brainlab 建议黏贴 5 到 8 个身体标记。要启用红外
线追踪，则至少需要 4 个身体标记。

警告

请勿将标记底座黏贴于受损或破损皮肤上。

扫描前如何黏贴身体标记

步骤

1. 如果需要，刮去患者一小块皮肤上的体毛以便放置标记。

2. 使用酒精棉或合适的清洗液清洁皮肤。

3.

撕下每个标记底座的塑料衬垫，并将底座黏贴在患者皮肤上。至少在接近目标区域处黏贴
部分标记底座。 

将标记底座明确地排布在稳定且不受呼吸运动或皮肤位移影响的身体部位（例如臀部或胸
骨）。

4. 使用永久性标记笔或纹身笔描绘标记底座，或者将底座的中心孔标记在患者皮肤上。

5. 将 CT 身体标记球稳固地压进标记底座。

在皮肤上描绘身体标记的轮廓

图 37 

治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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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标记黏贴的更多注意事项

警告

确保在患者皮肤上清晰地标注标记位置。这样是为了确保在后续的分次放疗中准确地再运用这些标
记。标记黏贴不当可导致患者摆位不正确。因此，务必小心地将身体标记重新放置在之前标注的位
置上。

警告

身体标记在使用 50 次后或者有明显破损时必须更换。标记反射效果差可导致患者摆位不精确。

警告

标记底座的粘性金属箔片仅供一次性使用。如果您想多次使用标记底座（建议仅对同一患者重复使
用），则需要为标记使用新的粘性标记垫。

警告

Brainlab 建议以不对称的方式排布身体标记，因为 ExacTrac 并不总是能检测对称的标记模式，
这可导致患者位置不正确。

警告

确保将标记底座黏贴在患者身体上稳定的部位。

警告

标记球必须稳固地连接到各个标记底座。

警告

在模拟器设置期间请勿容许不明确的标记排布，否则可能会导致治疗位置不正确。

警告

仅将红外线身体标记/粘性垫直接附着于患者皮肤上。

黏贴身体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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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执行 CT 扫描

5.3.1 技术注意事项

支持的层数

可从 DICOM RT 数据集加载到 ExacTrac 的 大层数 400

扫描范围（扫描台总移动度）

应将扫描范围减少至必要的长度，并且不能超过 2,000 毫米。

层距

ExacTrac 支持具有不同层距的数据集。为了获得 佳的结果（ 清晰的 DRR 影像），Brainlab
建议保持整个扫描的层距恒定不变。

机架倾斜/成角

颅外扫描 严禁成角

颅脑/头颈扫描 允许倾斜的切层 (±10°)，但不建议

扫描方向

支持从头到尾或从尾到头的扫描。

影像/像素大小

扫描期间必须保持不变。

台高

扫描期间必须保持不变。

影像压缩

以未压缩格式保存影像。

矩阵大小

建议正方形，例如：512 x 512 或 1,024 x 1,024（将缩减采样至 512 x 512）。

患者体位

治疗计划必须为 Head first，并作为 Head first 治疗体位导出到 ExacTrac。仅支持俯卧位或仰
卧位扫描。

DICOM RT 导出

通过 DICOM RT 导出的等中心和对象应与导出的 CT 影像关联。

治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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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扫描

一般信息

要了解完整的扫描说明，可向 Brainlab 支持人员索要一份扫描方案。

扫描仪中的患者

图 38 

使用参照系统

如果要使用 X 射线校正（见第 191 页）或锥形束 CT（见第 217 页），扫描患者时可使用或不
使用参照系统。

可用的参照系统

如果您选择使用参照系统扫描患者，您可以：

• 对颅外病灶使用身体标记

• 对无框架放射外科手术使用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头框和目标定位器 (TaPo)

每种情况下的标记相对于患者等中心的位置便可确定。结合红外摄像头，ExacTrac 可使用该信息
来预先确定患者相对于直线加速器等中心的位置。

对于不使用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扫描的颅脑病例，可以使用针对非定位数
据的无框架工作流程（见第 134 页），以便允许自动预摆位。

如果您扫描患者时不使用参照系统，则需要通过其他方式预摆位患者相对于直线加速器等中心的位
置，例如皮肤记号。

将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与 ExacTrac 配套用于颅脑摆位，或执行针对非摆位数据的无框架工作流程
（见第 134 页）。

警告

Brainlab 颅脑面膜系统和有创头环不得与 ExacTrac 配套使用，因为铝制框架将抵消影像融合算
法。 

警告

每次颅脑治疗都要使用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如果将标记放置在面膜上，当一个或多个标记处
于半隐半现状态时会导致严重的摆位错误。

警告

禁止在未根据 ExacTrac 影像进行校正（X 射线或 CBCT）的情况下使用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
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来设置患者。激光校准阶段和实际的患者治疗阶段之间会因无框架 SRS CT/血
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的拆除而导致负荷变化，从而使治疗床面发生弹性弯曲，引起垂直偏
移。此外，精确度也会受到限制，因为患者头部在面膜系统中重新摆位的精确度不佳。在首个分次
治疗期间，连接于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的打印输出设备仅应用于通过射野
确认 MLC 形状并消除肉眼可见的未对准错误（颠倒的影像集、计划错误等）。 终的治疗位置必
须始终以 ExacTrac 执行的基于影像的校正为唯一依据。

执行 CT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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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请勿根据治疗室内的激光调整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

无框架放射外科手术

要使用无框架放射外科治疗系统进行无框架放射外科手术，CT 扫描影像集内应包含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有关 CT 成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患者支持系统的硬件用户指
南。

• 由于下颌容易活动，在执行颅脑治疗的 CT 扫描时不应扫描患者的下颌牙和下颌。

• 或者，您可以在影像融合期间使用 ExacTrac 的“感兴趣体积”功能从影像中删除下颌。

如果患者扫描时未使用参照系统或者通过 DICOM 导入第三方计划系统中未定位的影像数据，那么
在治疗期间应使用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见第 166 页）追踪患者位置。要启用具有自动预摆
位的无定位无框架工作流程，请执行第 134 页上所述的步骤。

警告

ExacTrac 不支持第三方立体定向定位器。

颅外治疗

要使用身体标记进行颅外病灶治疗：

• 在 CT 扫描期间应至少黏贴五个铝制 CT 身体标记球并且包含在 CT 扫描影像集中。

• 如果您在 CT 扫描期间使用塑料红外线标记，ExacTrac 将无法自动检测 CT 扫描中的标记。

如果患者扫描时不使用参照系统，那么在治疗期间应使用 ET 摆位阵列和摆位臂追踪治疗床位置
（见第 168 页）。

层厚

正确的扫描层厚视治疗部位和所需精密度而定。

为了确保椎间盘得到恰当的描绘，在治疗上脊椎时建议采用薄层扫描（2 毫米或更薄）。

警告

确认身体标记所在部位的 CT 层厚尽量薄。层厚 多不应超过 3 毫米，否则可能会导致标记识别
以及患者摆位不准确。

摆位精确度

为确保随后摆位的精确度，应确认 CT 扫描影集中无运动伪影。如果有严重的运动伪影，则必须重
新扫描患者。

警告

采集的 CT 扫描中使用了造影剂的，不适用于治疗期间的摆位，因为这会导致不正确的影像融合。

治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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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启动
6.1 系统启动

6.1.1 标准 ExacTrac 启动

接通系统电源

步骤

1. 在变压器控制面板中（见第 66 页），将电源输入保险丝开关打到 I 位置（开）。

2.

确保：

• ExacTrac 控制台上的橙色待机指示器亮起（见第 52 页），

• 或者系统控制面板的绿色 BUILDING POWER 指示灯亮起（见第 66 页），

表示建筑电源可用。

3.
• 在 ET 控制台上按下开启系统按钮 (I)。

• 或者在系统控制面板上按下 SYSTEM ON 按钮。

4.

确保：

• ExacTrac 控制台上的绿色系统电源指示器亮起。

• 或者系统控制面板上的 SYSTEM ON 按钮。

亮起，表示所有 ExacTrac 系统组件现已接通电源。

启动工作站

系统接通电源后，工作站自动启动。无需单独启动工作站。

警告

系统通电时请勿插上或拔掉主电源供电组件的电源，否则会导致不可修复的系统损坏。

运行条件

环境温度 15-40°C

湿度 10-75%，无冷凝

大气压 795-1,060 百帕

警告

大幅度的温度变化 (> 5°C) 可导致系统不精确。温度发生大幅度变化时，用户必须执行校准验
证。

警告

如果您的系统配有计时器开关，Brainlab 强烈建议通过该开关在使用前至少 60 分钟为系统通
电。

系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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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X 射线发生器启动

一般信息

此系统由专用的操作控制台开启。

双发生器的 ExacTrac 控制台

①

图 39 

编号 组件

① 系统电源开关

系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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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X 射线管预热

一般信息

在开始患者治疗和执行全面的 X 射线曝光之前，您必须适当地预热 X 射线管。这样做的原因包
括：

• 如果一段时间不使用 X 射线管，气体和其他粒子可能会从管的内表面扩散至真空室，导致真空
度下降。如果 X 射线管随后在高电压和电流设置下工作，便会产生火花。这些火花会损坏 X 射
线管和发生器的电子器件。

• 如果阳极温度低，大功率下产生的热效应可导致阳极体爆裂，从而造成 X 射线管损坏。

预热概述

可使用标准预热程序、训练程序或校准程序来防止系统损坏。

• 在这些程序期间，请务必确保没有超过 大的管热容。

• 如果装置超过六个月未使用，在执行首次曝光之前 X 射线管应在待机状态下预热至少一小时。

• 如果 X 射线管变得过热，ExacTrac 不允许再采集任何 X 射线影像（见第 192 页）。

标准的管预热

管预热是必要的，因为低温阳极在大功率下产生的热效应会导致阳极体爆裂，从而造成不可修复的
管损坏。

发生器的开机设置已被预设为标准管预热。

以下情况应执行标准管预热：

• 每次治疗的当天早上（治疗前）

• 暂停使用超过 1-2 小时后

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 执行 5 次曝光并暂停 20 秒

• 建议的发生器设置：70 千伏/100 mA/100 毫秒 (10 mAs)

X 射线管训练

管训练是必要的，因为：

• 低温阳极在大功率下会产生热效应并导致阳极体爆裂，从而造成不可修复的管损坏。

• 气体和其他粒子可能会从管的内表面扩散至真空室，导致真空度下降。如果 X 射线管随后在高
电压和电流设置下工作，便会产生火花。这些火花会损坏 X 射线管和发生器的电子器件。

以下情况应执行训练：

• 如果较长时间未使用 X 射线管（3-4 周）。

• 如果出现火花。有各种发生器错误消息可提示火花的出现，特别是如果消息仅在较高能量下出现
时。通过训练程序可找出不产生火花的 高能量。

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步骤

1.

执行首次曝光时采用以下设置：

• 对无软件控制的系统采用 小的电流设置（10 mA 或更小）、中等电压（70 千伏）以及
较长的曝光时间。

• 对软件控制的系统采用低曝光量（大约 1 mAs）和中等电压（70 千伏）。

如果仍然出现火花，请联系 Brainlab 服务部，因为您可能导致管道发生不可修复的损
坏。

2.
然后以 10 千伏的增幅增加电压并再次执行曝光，继续增加电压直至达到 大的所需电
压。

系统启动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99



X 射线管校准

为了调节合适的 X 射线管设备容差，发生器内提供有各连接管的校准表。校准期间必须设置合适
的值，使 X 射线管可以在 佳的灯丝电流下工作，否则可能会导致 X 射线管发生不必要的老化。

以下情况应执行校准：

• X 射线管安装完成后

• 如果超过六个月未使用 X 射线设备

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 不需要用户执行任何步骤，因为 Brainlab 客户支持人员将执行校准。

• 更多信息请参见 K&S Röntgenwerk Bochum GmbH & Co. KG 提供的发生器文档。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如果使用不当或者不遵守规定的安全注意事项，可能会导致 X 射线管过热。执行过多的快速启动
可损坏启动装置和管组件，也可能会导致过热。这可导致严重的系统损坏，包括导热油泄漏。

如果超过两周未使用 X 射线设备，前 10 次曝光的能量设置不应超过 110 千伏。

系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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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启动 ExacTrac 软件

一般信息

一旦启动 ExacTrac 系统，并且摄像头和工作站等附属组件正在运行，您便可以启动 ExacTrac 患
者摆位软件。

在患者治疗之前，必须移除任何外部 U 盘或 USB 硬盘。

后台服务

在启动 ExacTrac 软件之前，必须运行后台服务。后台服务会在系统启动期间自动启动。这可能需
要几分钟。后台服务正确启动后，ExacTrac 便可以启动。如果 ExacTrac 启动过早，则会显示错
误消息。

您可以通过按任务栏中的符号 ① 来检查服务状态。

①

图 40 

系统会显示服务管理器 GUI，您可以在其中查看正在运行的服务：

图 41 

系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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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后台服务中出现任何故障，您将会收到通知。您可以通过在服务管理器 GUI 中重启服务来恢
复故障。

图 42 

服务错误

如果后台服务中出现故障时 ExacTrac 正在运行，则会显示警告对话框：

您必须关闭 ExacTrac，然后重新启动服务。服务启动并正常运行后，再次启动 ExacTrac。

软件启动图标

图 43 

启动 ExacTrac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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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软件

步骤

1. 要启动软件，双击 ExacTrac 工作站桌面上的启动图标。

2. ExacTrac 启动界面随即显示。

3.

在打开软件时，ExacTrac 执行以下操作：

• ExacTrac 检查 ExacTrac Robotics 是否在原点位置。必要时将 ExacTrac Robotics 置
中，使之位于患者治疗的原点位置。

• 如果 X 射线发生器或双发生器已连接，则会自动启动。

• 如果 ExacTrac 通过 ADI（辅助设备接口）连接至 Varian 系统，该连接将自动建立。

访问 ExacTrac

要使用 ExacTrac，您必须首先使用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图 44 

系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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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软件概述

软件一般功能

组件 功能

选项卡页面

• Apply 确认您的更改但不关闭当前对话框。

• OK 确认您的更改并关闭当前对话框。

• Cancel 关闭当前对话框。您所做的任何更改都被撤销。

向导界面

• Back 返回上一个向导界面。

• Next 跳至下一个向导界面。

• Finish 完成当前的向导序列。

• Cancel 关闭当前的向导界面。您所做的任何设置都被撤销。

注: 按键盘上的 N 键比单击 Next 更快。
 

提示框

显示当前步骤的注释和说明。

启动 ExacTrac 软件

104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7 系统设置
7.1 一般设置

一般信息

一般设置让您设置系统默认值。

访问一般设置

单击 System Settings 选项卡中的 General Settings。

图 45 

系统设置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105



7.1.1 视图设置

访问视图设置

选项

要更改红外线摆位界面中的视图（见第 175）, 请选择 General Settings 对话框内的 View 选
项卡。

视图选项卡

图 46 

组件 功能

Left Laser View 以头 → 脚的角度显示追踪视图。

Right Laser View 以脚 → 头的角度显示追踪视图。

Display Video 激活以观看视频。

Display DRR 激活以查看 DRR 影像。

确认您的选择

要确认您的选择，按 Apply 或 OK。

一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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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默认的身体标记精确度设置

如何更改精确度设置

选项

要更改身体标记摆位的默认精确度设置，选择 General Settings 对话框中的 Accuracy 选项
卡。

注: 即使您购买的患者监测功能是用于通过 Varian 直线加速器进行非门控治疗，这些精确度设置
同样适用。
 

精确度选项卡

图 47 

可用设置

组件 功能/用途

如果平移向量（即垂直、纵向和横向移动产生的向量，而非各个方向
单独的位移）以及纵向、横向和治疗床角度等各个角度均低于在 ①
处设定的阈值，则认为精确度是可接受的。

注: 对于平移，此 OK 符号取决于向量长度，而偏离条取决于各个
值。有可能所有偏离条都显示 OK，而此 OK 图标却没有出现。在这种
情况下，手动调整治疗床以使偏差更加接近 0。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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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功能/用途

如果检测到 ① OK 范围定义的阈值和 ② Low Accuracy 定义的阈值

之间的偏差（平移和旋转偏差），系统将警告精确度降低。

为了确保合适的精确度，针对身体标记追踪而设置的 大阈值应尽量
低。

如果达到的平移和旋转偏差值高于在 ② 处设定的阈值，则认为精确

度低。

注: 在导入新患者并使用身体标记进行摆位时，本选项卡内的设置将作为默认设置。要定义患者特
异性的精确度设置，请参见第 132 页。
 

有关呼吸运动的注意事项

呼吸运动可能影响基于身体标记的摆位。为此应避免将阈值设置得非常低或非常高，因为这样有碍
精确的治疗床摆位。

确认您的选择

要确认您的选择，按 Apply 或 OK。

一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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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提醒设置

访问提醒设置

选项

要调整校准和打印预览的自动提醒功能，则打开 General Settings 对话框中的 Reminder 选项
卡。

提醒选项卡

图 48 

校准提醒

选项

Never remind of Calibration 系统不会提醒您执行校准。

Remind of Calibration every
[x] day(s)

在启动期间系统会按照您在选值框中设置的值来提醒您执行校
准。

请参见第 293 页。

打印预览提醒

选项

Never prompt for print
preview.

在关闭患者数据之前系统不会提醒您打开打印预览。

Prompt for print preview
before discarding a pati‐
ent.

在关闭患者数据之前系统会提醒您打开打印预览。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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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Automatically open print
preview when discarding a
patient.

在关闭患者数据之前自动打开打印预览。

请参见第 335 页。

确认您的选择

要确认您的选择，按 Apply 或 OK。

一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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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倾斜模块设置

一般信息

根据患者摆位期间用于校正纵翻和侧翻的治疗床面，可以在此选项卡中启用 ExacTrac Robotics
或 PerfectPitch。

访问倾斜模块设置

选项

要访问 ExacTrac Robotics 或 PerfectPitch 的角度补偿设置，打开 General Settings 对话框
中的 Tilt Module 选项卡。

注: 仅在您购买了 ExacTrac Robotics 或 PerfectPitch 许可证的情况下这些设置才可用。
 

倾斜模块选项卡

图 49 

组件 功能

6D Fusion

• 在比较 DRR 影像和 X 射线影像时，系统可以测量和补正平移和旋
转位移。

• 在默认情况下该功能处于激活状态，以便获得 大的摆位精确度。

Implanted Marker Fu‐
sion

将根据植入标记融合计算出的旋转应用到患者摆位。如果取消激活该
复选框，植入式标记融合仅会计算平移位移，无论所用的植入式标记
数量有多少。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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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rac Robotics

组件 功能

Robotic Tilt enabled

启用 ExacTrac Robotics 来校正纵翻和侧翻角度。

注: 在设备故障、电池电量低等情况下，您可以通过本设置禁用 Ro‐
botics。
 

注: 在导入新患者时，本选项卡中的设置将作为默认设置。要定义患者特异性的角度补偿设置，可
使用 Patient Settings 下的 Set Positioning Defaults 选项卡（见第 132 页）。
 

注: 同时激活：

• 一般设置的 Automatic Angular Compensation 区域中的 Robotic Tilt enabled，以及

• 患者设置中的 Couch Top Pitch/Roll，

以使其生效。
 

警告

在禁用 ExacTrac General Settings 中的“Robotic Tilt enabled”之前，确保 ExacTrac
Robotics 处于原点位置。否则在 ExacTrac 关闭时，ExacTrac Robotics 将保持在倾斜位置。

PerfectPitch

如果您的 PerfectPitch 采用 ADI 3.0 配置，您可以在 Tilt Module 选项卡中激活它。

图 50 

组件 功能

PerfectPitch Tilt
enabled

启用 PerfectPitch 来校正纵翻和侧翻角度。

注: 您可以使用此设置在器械故障等情况下禁用 PerfectPitch。
 

注: 在导入新患者时，本选项卡中的设置将作为默认设置。要定义患者特异性的角度补偿设置，可
使用 Patient Settings 下的 Set Positioning Defaults 选项卡（见第 132 页）。
 

一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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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同时激活：

• 一般设置的 Automatic Angular Compensation 区域中的 PerfectPitch Tilt enabled，以及

患者设置中的 Couch Top Pitch/Roll，

以使其生效。
 

警告

确保 PerfectPitch 在禁用 ExacTrac General Settings 中的“PerfectPitch Tilt enabled”之
前处于原点位置。

确认您的选择

要确认您的选择，按 Apply。

系统设置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113



7.1.5 发生器预设

访问发生器预设

选项

要访问 X 射线发生器的能量预设，则打开 General Settings 对话框中的 Generator Presets
选项卡。

发生器预设选项卡

图 51 

选项

要为某个治疗类型添加 X 射线预设，则按 Add Preset 并输入名称和值。

要删除预设，则将其选定并按 Delete Preset。

要更改预设，则将其选定并按 Edit Preset。

警告

对于首次患者治疗，必须使用 X 射线设置工作流程验证预先定义的 X 射线设置。

确认您的选择

要确认您的选择，按 Apply。现在，您可以打开本对话框内另一选项卡，或者按 OK 退出对话框。

一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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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用户管理器

7.2.1 配置权限和密码

一般信息

您医院的网络管理员可选择医师并将其配置为拥有以下任何权限的注册用户：

• 影像融合的批准权，为了计费等目的。

• 校准权，授予医师等人员。

• 基本权限，授予治疗师等标准用户。

注: 仅 ExacTrac 管理员可以添加、修改或删除用户账户。管理员账户由 Brainlab 支持人员预先
配置且不得删除。
 

访问密码设置

选项

要管理用户，请在 System Settings 选项卡中选择 User Manager。

用户管理器

图 52 

添加新用户

步骤

1. 以拥有用户管理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

2. 按 Add User。随之显示一个对话框。

3. 在 User Name 字段中输入一个用户名。

4.
在 Password 字段中输入合适的密码，并在 Retype Password 字段中重新输入密码以作确
认。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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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按 Save。随之显示 User Rights 对话框。

6.
激活复选框即可向新用户授予权限。按 Done 即可将该新用户添加到 Registered Users
列表。

7. 要退出本对话框，则按 Done。

注: 输入密码时要特别注意，因为密码分大小写。
 

其他功能

选定列表中的用户后，也可以使用 Remove User 删除该用户，或者通过按一下 Change Password
并输入新密码来修改其密码。

用户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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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关于 ExacTrac

产品和许可信息

在 System Settings 选项卡中，您可以查看关于 ExacTrac 的当前版本信息，以及您当前已安装
并被许可的功能：

图 53 

系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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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xacT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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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8.1 加载患者文件

8.1.1 手动加载患者

开始之前

打开患者文件之前，确保系统经过正确校准（请参见第 293 页）。

警告

进行患者摆位之前，务必使用 Daily Check 功能验证系统的校准精度，尤其是设备发生碰撞时，
如平板和滴水架发生碰撞。

ExacTrac 选择患者

图 54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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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患者加载到 ExacTrac 中

步骤

1. 在 Select Patient 选项卡中，选择所需的患者。

2. 按 Open Patient 确认所选患者并将其加载到 ExacTrac 系统中。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检查打开的患者对话框中显示的患者数据（患者姓名和 ID、计划日期）是否正确。

警告

检查在 ExacTrac 中加载的治疗计划是否与加载到直线加速器上的治疗计划一致，并确保等中心坐
标正确（通过将其与治疗计划系统的打印输出比较）。在治疗计划已经更新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
重要，以便考虑到可能的机架/治疗床碰撞、肿瘤缩小、加强剂量计划等。

警告

确保您所在的医疗机构已建立了适当的程序，以便检查 ExacTrac 中加载的治疗计划是否与加载到
直线加速器上的治疗计划一致。如果治疗计划在发送至 ExacTrac 之后进行了修改，确保
ExacTrac 工作站上的计划也经过更新。

导入患者数据

如果 Patient List 区域没有对应于所需患者的选项，您可以导入数据。

请参见第 348 页。

加载患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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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针对 Varian 系统的自动患者加载

ARIA

如果您正在配备有辅助设备接口 (ADI) 和 ARIA（作为 Record and Verify 系统）的 Varian
Clinac 或 Varian TrueBeam 系统上使用 ExacTrac，无论何时将患者加载到直线加速器上且
ExacTrac 软件正停留在 Select Patient 选项卡中，ExacTrac 都会自动打开相应的数据集。

系统会要求您在 ExacTrac 中打开相应的患者。DICOM PLAN UID 确保打开正确的相应数据。

图 55 

MOSAIQ

如果您正在配备 ADI 和 MOSAIQ（作为 Record and Verify 系统）的 Varian Clinac 或 Varian
TrueBeam 系统上使用 ExacTrac，必须首先进行射束映射，然后才能进行自动患者加载（请参见第
122 页）。如果在直线加速器上打开的患者已存在射束映射，且 ExacTrac 处于 Select Patient
选项卡，那么 ExacTrac 将自动打开相应的数据集。系统会要求用户打开患者。

图 56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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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配备 MOSAIQ 的 Varian 系统的射束映射

一般信息

将 DICOM 计划导入 MOSAIQ 中时，MOSAIQ 会更改计划实例 UID。修改后，ExacTrac 将无法从
MOSAIQ 中检索计划。因此，ExacTrac 上的计划与直线加速器上的计划是不同的。

射束映射程序可确保自动患者加载和射束/等中心一致性检查。射束映射必须在每位患者首次接受
治疗之前进行一次，但可在随后任何时间打开和更改。

注: 如果在 MOSAIQ 中修改了患者数据并需要再次将其导入 ExacTrac，在导入新患者数据之前必
须先将旧患者数据删除。这样可以避免在射束映射过程中出现问题。如果您正在运行 Dicom
Proxy，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
 

按患者 ID 过滤的患者列表

图 57 

标准工作流程

步骤

1.
如果在直线加速器上打开患者，ExacTrac 会检查是否已经存在该患者的射束映射。必须在
ExacTrac 上启用选择患者页面。

2.

• 如果不存在射束映射，选择患者页面上的患者列表通过患者 ID 进行过滤。患者列表中
仅列出具有该特定患者 ID 的患者。要取消过滤，按 Remove Filter。首次设置时必须
在 ExacTrac 上手动选择和打开患者。在首次完成患者设置后，射束映射加窗会自动打
开。

• 如果已存在该患者的射束映射，患者将自动打开（请参见第 121 页）。

• 如果相应患者已进行射束映射，但在映射程序后在 MOSAIQ 上更改了其计划实例 UID，
则选择患者页面上的患者列表按患者 ID 进行过滤。在射束映射加窗中，来自 ExacTrac
计划的所有射束在主字段中以橙色列出，表示先前已经映射过。

加载患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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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射束映射加窗中，来自 ExacTrac 计划的所有射束在主字段中以灰色列出，表示还未映
射过。在主字段中以橙色列出的射束表示先前映射过但在 MOSAIQ 上更改了其计划实例
UID。

要进行射束映射，在直线加速器上准备射束。

将直线加速器上来自 MOSAIQ 计划的射束属性（见下文）与 ExacTrac 中列出的射束的射
束属性进行比较。如果 ExacTrac 计划中正好有一个射束与在直线加速器上准备的射束匹
配，射束将自动映射并变为蓝色。如果有关射束属性的 ExacTrac 计划中有多个射束匹
配，将建立至第一个匹配射束的映射。系统将通知用户有多个映射。此外，来自 MOSAIQ
计划的射束编号和名称的信息在该射束的列表中补充。

注: Brainlab 建议依次为所有射束进行射束映射，以便确保未来安全、快速地进行治疗。
 

如适用，您必须在直线加速器上为 MOSAIQ 计划中的每个治疗束进行射束准备。

4.
每个射束将在 ExacTrac 中自动映射，只要其位于列表中，是唯一的且具有匹配的射束属
性。

5. 如果不能映射准备的射束，该射束将在第二个表中以红色列出。

6.
完成射束映射后，单击 Done 并批准计划映射。保存射束映射以便用于该患者的未来治疗
（自动患者加载和射束/等中心一致性检查）。

7.
射束映射界面关闭并出现 IR Positioning 页面。照常进行治疗。射束映射信息现在用于
在治疗期间进行射束/等中心一致性检查以及自动打开患者。请参见第 176 页。

射束属性为：

• 患者 ID

• DICOM 等中心坐标（如果不存在，则为 0,0,0）

• 治疗床角度

• 计划的机架移动（开始和停止角度/旋转方向；如果不存在，则使用 0/无）

• 射束名称

注: 核实 DICOM 等中心坐标是否已正确导入 MOSAIQ。如果坐标缺失，则尝试将 CT 和结构集从
iPlan RT 导出至 MOSA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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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示意图

Open Patient on 
Truebeam

Does a plan 
mapping exist for 

that patient?

No

Automatic patient 
loading in 
ExacTrac

Yes

Open 
corresponding 

patient manually in 
ExacTrac

Filter of 
patient list 

by patient ID 
in ExacTrac

Beam 
mapping 

window opens 
autom.

Prepare beam on 
Truebeam

Does a unique 
matching beam 

exist in ExacTrac 
plan?

Beam mapped 
automatically in 

ExacTrac
Yes

Beam listed in red 
in ExacTrac in a 
separate table

No

Repeat for each beam

Beam 
mapping 
saved in 
xml file

Press „Done“ 
button to finish 
beam mapping

Mapping finished

Want to repeat/
reset beam 
mapping?

Press in the 
„Beam“ field Yes

Treat the patient 
as usual.

No

Press „Reset“ in 
Beam Mapping 

Window

Approve beam 
mapping

图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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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 Mapping 对话框

①

②
③

④
⑦

⑤

⑥

⑧

图 59 

编号 组件 功能/用途

① 患者信息
使用该信息核实正在映射的患者是否正确（与在直线加速器
上打开的患者相同）。

② 蓝色射束 已映射的射束。

③ 灰色射束 未映射的射束。

④ 红色射束 不能映射的射束。

⑤ 橙色射束 已经映射但在 MOSAIQ 中更改了计划实例 UID 的射束。

⑥ Done 确认并保存映射的计划。

⑦ Cancel 关闭射束映射加窗，不保存映射的射束。所有更改将丢失。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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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组件 功能/用途

⑧ Reset
取消映射加窗中的当前已映射射束，所有射束将再次以灰色
列出。您必须重新开始射束映射。

如何修改射束映射

可随时访问射束映射对话框，以便修改或重复射束映射程序。

步骤

1.

单击 ExacTrac 中射束字段的 ...：

2.

单击对话框中的 Mapping 可访问射束映射对话框：

警告

核实在 ExacTrac 上映射的计划是否与在直线加速器上打开的计划一致。

一般说明

• 将计划从治疗计划系统导出至 MOSAIQ 和 ExacTrac 之后，不得在 MOSAIQ 中更改射束属性（射
束名称、治疗床旋转、机架角度等）。ExacTrac 需要具有与在 MOSAIQ 上完全相同的射束属
性，否则将不能映射射束。

• 如果治疗需要摆位射野，其必须添加到 MOSAIQ 中的计划中，然后才能进行射束映射。它们作为
未知射束包含在计划中，必须手动批准（按 F8，请参见第 182 页）。确保所选射束和等中心
以及治疗床角度的正确性，因为在此情况下 ExacTrac 不会进行验证。请参见第 177 页。F8
仅用于摆位射束。

• 完成射束映射后，可以在 MOSAIQ 中更改计划。任何更改（如排除一个射束、添加一个射束/摆
位射野）都会产生一个 ExacTrac 不会识别的新计划实例 UID。在此情况下，必须重置现有的射
束映射并再次进行映射。

• 如果必须对计划进行任何实际的更改，您必须在 TPS 中进行这些更改，将修改后的计划重新导
出至 MOSAIQ 和 ExacTrac，然后进行新的射束映射，才能保证两边的计划相同。在从 iPlan RT
导出计划期间，CourseID 必须加一（请参见第 348 页）。

• 无论何时在直线加速器上准备射束且 ExacTrac 显示未知射束（不是已知等中心的已映射射束）
或错误计划（未映射等中心的射束或射束属性不同），首先确保加载了正确的患者和计划：

- 如果先前未映射射束，按照第 126 页所述修改射束映射，然后再映射射束。

- 如果更改了射束参数且仅导入到 MOSAIQ 中，则将其导入 ExacTrac，并再次进行整个射束映
射。

- 只有在根本不能映射射束的情况下，您才能手动批准 (F8)。在此情况下，务必确保所选射束
和等中心以及治疗床角度的正确性，因为此时 ExacTrac 不会进行验证（请参见第 177
页）。

加载患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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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只能在无法避免时使用手动批准。每次需要通过按 F8 进行手动批准时，务必确保患者相对于所选
射束、等中心以及治疗床角度的摆位正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ExacTrac 不会执行验证。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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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为多等中心计划打开患者

如何为多等中心计划打开患者 (TrueBeam)

要为多等中心计划打开患者（如从 Eclipse 中打开）：

步骤

1.

在 TrueBeam 治疗应用程序上选择要治疗的患者，然后打开要治疗的患者。

如果所选的患者计划在 ETX 数据库中，ExacTrac 将在 ADI Open Patient 对话框中显示
所选的患者计划。

2.
在治疗应用程序上选择治疗部位（等中心）。

ExacTrac 接收更新后的计划/患者信息。

3.
按 ADI Open Patient 对话框中的 Open。

ExacTrac 和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上的计划现在进行匹配。

如何为多等中心计划打开患者 (Novalis Tx)

要为多等中心计划打开患者（如从 Eclipse 中打开）：

步骤

1.

在 Novalis Tx 4D 控制台上选择要治疗的患者，然后打开要治疗的患者。

如果所选的患者计划（第一个治疗部位）在 ETX 数据库中，ExacTrac 将在 ADI Open
Patient 对话框中显示该患者计划。

2. 要治疗第一个治疗部位（等中心），单击 ADI Open Patient 对话框中的 Open。

3.

要治疗第二个、第三个... 治疗部位，单击 ADI Open Patient 对话框中的 Cancel，并手
动打开适当的患者计划。

当一个射束处于准备状态时，ExacTrac 将在摆位界面中显示加载在直线加速器上的计划是
否与 ExacTrac 匹配（请参见第 176 页）。

加载患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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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患者数据设置

一般信息

导入后首次加载患者数据时，您将自动进入患者设置向导，在这里您可以修改默认设置以便适合所
选的患者。

所需的设置因要进行的治疗而异。

修改患者设置

可以在实际的患者治疗之前配置患者设置，并保存用于随后的治疗分次。

选项

要在首次配置后修改某些设置，按 Select Patient 选项卡中的 Patient Settings（参见下
表）。

在完成至少一个治疗分次后加载患者数据时，系统只会提醒您选择要治疗的当前等中心。

对于只有一个等中心的患者，ExacTrac 自动进入 IR 预摆位页面。

可用设置

设置 是否也可通过单击 Patient Settings 进行设置

治疗适应症 否

身体标记位置 是

摆位默认值 是

DRR 设置 是

植入式标记的位置 是

虚拟等中心定义 是

当前等中心选择
否 － 然而可随时使用导航面板中的 Select Iso‐
center 进行调整

患者设置决定了直接影响患者摆位的几个参数。Brainlab 强烈建议由创建要使用的治疗计划的医
生和/或物理师定义这些设置。

可靠性检查

ExacTrac 可靠性检查用于识别不可靠的患者设置。如果摆位精确性设置的值在可靠性阈值之外，
系统将显示警告。

图 60 

之后，所有摆位精确性设置将重置为默认值，且用户将返回患者设置向导。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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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治疗适应症

8.3.1 定义治疗适应症

一般信息

患者设置向导的第一步可生成有关已经使用 ExacTrac 系统进行的治疗的统计数据。

Set Indication 界面

图 61 

选择一项适应症

步骤

1. 在 Set Indication 界面中，从提供的列表中选择适当的治疗适应症。

2. 进行必要选择后，按 Next 可确认您的设置并进入下一个向导界面。

治疗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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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定义医生

一般信息

您可通过患者设置向导的这一步将责任医生的姓名指定给患者。

Set Assigned Physician

图 62 

如何指定医生

步骤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医生的姓名。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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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设置摆位默认值

一般信息

您可在这一步中调整保存并应用于该患者文件的精度容差。

注: 本部分所述的 OK 符号反应适用于 ExacTrac 6.1、ExacTrac 6.2 和 ExacTrac 6.5（及
ExacTrac 版本 6.0.3 之后的所有版本）。对于这些版本，旋转偏差也在考虑之内。对于以前的版
本，请参阅 ExacTrac 临床用户指南 6.0 修订版 1.1 或 1.2。
 

Set Positioning Defaults 界面

以下几页中详细介绍了该界面。

图 63 

参照系统选择

在 Positioning based on... 区域中选择您的首选参照系统：

设置摆位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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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图 64 

④

图 65 

⑤

图 66 

编号 组件 功能/用途

① Body Marker Configu‐
ration

该选项可根据定义的身体标记针对颅外治疗进行患者摆位。

治疗期间可以检测患者移动，然而，呼吸运动可导致摆位精确
度降低。 

身体标记也可仅用于将患者预摆位到等中心。

② Reference Star/Array

可使用以下部件来摆位患者治疗床以便进行 X 射线校正：

• ET 星形摆位器和摆位臂

• ET 摆位阵列和摆位臂

注: 如果使用 Elekta 参照框架（请参见第 174 页），也请
选择该选项。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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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组件 功能/用途

③ Cranial Positioning
Array

使用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可追踪头部和颈部治疗。 

如果治疗计划基于已定位的数据集，该选项将自动选择（见
④）。

要使用非定位患者数据执行无框架工作流程，请执行以下步
骤。

⑤ Frameless via 3rd
party TPS (Localized)

请参见以上有关 Cranial Positioning Array 的说明。如果患
者已经使用第三方治疗计划系统进行了计划并使用 Brainlab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进行了扫描，该
选项仅显示在 Set Positioning Defaults 中。

非定位患者数据的无框架放疗

要为非摆位患者数据启用无框架治疗，必须设置患者 CT 扫描（特别是患者等中心）与无框架颅脑
摆位阵列之间的关系。因此，您必须先将内部储存的无框架 SRS 底座 CT 扫描与患者扫描融合，
才能开始患者治疗。必须对每个患者执行一次融合（在首次治疗之前执行）。

无框架工作流程具有以下特征：

• 自动预摆位

• 精确度阈值较低

• 首次校正后需要验证

前提条件：

• 使用 Brainlab SRS 面膜系统进行固定

• 在患者 CT 扫描中可见 Brainlab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 CT 扫描无需 Brainlab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

• 可获得相应的许可

可通过任何治疗计划系统执行治疗计划。无需在 iPlan RT Image 中定位。

步骤

1. 选择 Cranial Positioning Array 作为参照系统。

2.

单击提示框中的 Yes，以确认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的检测。

• Yes：通向融合页面，以将患者 CT 扫描与储存的 Brainlab SRS 面膜基座 CT 扫描融
合。

• No：将颅脑摆位阵列设置为红外参考，但与患者等中心没有任何关系。

设置摆位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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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 Automatic 以开始面膜基座/CT 融合。

4.

使用 Overlay 滑块仔细验证 Brainlab SRS 面膜基座的融合结果。将 VOI 设置到 SRS 面
膜基座体积以改善融合结果（可通过激活 Show VOI 显示）。可通过拖动鼠标旋转右上区
3D 视图中显示的体积 ①。有关如何验证融合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29 页。

①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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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融合完成后，将 Positioning based on... 设置为 Cranial Positioning Array (Fra‐
meless, Fused)。要更改摆位参照，必须重新导入患者数据。

摆位精确度

① ②

图 67 

组件 功能/用途

如果平移向量（即垂直、纵向和横向移动产生的向量，而非各个方向
单独的位移）以及纵向、横向和治疗床角度等各个角度均低于在 ①
处设定的阈值，则认为精确度是可接受的。

注: 对于平移，此 OK 符号取决于向量长度，而偏离条取决于各个
值。有可能所有偏离条都显示 OK，而此 OK 图标却没有出现。在这种
情况下，手动调整治疗床以使偏差更加接近 0。
 

如果检测到 ① OK 范围定义的阈值和 ② Low Accuracy 定义的阈值

之间的偏差（平移和旋转偏差），系统将警告精确度降低。

为了确保合适的精确度，针对身体标记追踪而设置的 大阈值应尽量
低。

设置摆位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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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功能/用途

如果达到的平移和旋转偏差值高于在 ② 处设定的阈值，则认为精确

度低。

注: 这些精确度设置对当前的患者文件有效。要访问身体标记摆位的默认精确度设置，请参见第
107 页。
 

呼吸运动

呼吸运动可能影响基于身体标记的摆位。为此应避免将阈值设置得非常低或非常高，因为这样有碍
精确的治疗床摆位。

如何设置 X 射线验证阈值

图 68 

步骤

在 X-Ray Verification 区域指定 大阈值。

尽量将该阈值设置低一些，可确保在标准 X 射线验证期间获得 高的精确度（请参见第 245
页）。

以毫米为单位定义的阈值适用于所有平移偏差（横向、纵向和垂直）。以 °为单位的阈值适用于
X 射线验证后针对位移计算的所有旋转偏差（纵翻、侧翻和治疗床角度）。如果其中至少一个平
移或旋转偏差值超出定义的阈值，该值以红色显示且用户可应用位移（请参见第 246 页）。

治疗射束自动连锁

如果具有有效的治疗射束自动连锁许可以及正确的硬件配置，您便可以激活 X-ray Monitoring 复
选框。如果 X 射线监测超出容差范围，该选项便阻止 MV 射束，且 Beam Cut Off 状态图标随即
显示。

如果射束截止功能拦截射束，在进入治疗室之前请确保直线加速器已禁用。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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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射束截止不可用于呼吸门控。

如何设置角度补偿

图 69 

选项

如果您要使用 PerfectPitch 或 ExacTrac Robotics，请激活 Automatic Angular Compensation
区域中的 Couch Top Pitch/Roll enabled 复选框（见第 255 页），以校正倾斜角度。

如果您想使用治疗床自动旋转功能，请激活 Couch Auto Rotation enabled 复选框。 

注: 如果您的系统配备有治疗床自动旋转模块，在初步 X 射线校正后，治疗床角度只能补偿一
次。旋转偏差 大可校正 3°。
 

注: Automatic Angular Compensation 区域中的设置必须在患者设置和一般设置（请参见第 111
页）中都激活才能生效。
 

如何设置 X 射线验证操作

对于大多数工作流程而言，X 射线验证是可选的。

图 70 

选项

如果您想要 ExacTrac 在初步 X 射线校正后进行 X 射线验证，则激活 Force Verification
after initial X-ray Correction 复选框。此功能在默认情况下处于激活状态，强烈推荐用于使
用 Cranial Positioning Array 的颅脑病例。

如果您想要 ExacTrac 在每次治疗床旋转超过 7°后进行 X 射线验证，请激活 Force Verifi‐
cation after Couch Rotation 复选框。此功能在默认情况下处于激活状态，强烈推荐用于使用
Cranial Positioning Array 的颅脑病例。

示例：Force Verification after Couch Rotation 已激活并制定具有三个射野的计划：

射野 A：0°

射野 B：5°

射野 C：10°

通过执行校正和初始验证，从射野 A 开始，从而使 ExacTrac 处于 OK 状态。

切换到射野 B 并旋转治疗床。OK 状态不变。

切换到射野 C 并旋转治疗床后，将强制用户执行验证。

验证射野 C 后，切换回射野 A，将再次强制用户执行验证。

设置摆位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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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Perform IR to X-ray Consistency Check 是一项可选的患者设置，可用于静止的 IR 工具。

执行 X 射线验证时，可能会产生 3 个结果：

• 新的 X 射线位移和当前 IR 位移都在其容差范围内（用蓝色值表示）。

• 新的 X 射线位移在容差范围内，但当前 IR 位移不在（用橙色值表示）。

• IR 和 X 射线位移均超过容差范围（用红色值表示）。

IR 至 X 射线一致性检查可改进上述结果 2。虽然该 X 射线验证未显示任何偏差，也未要求移动
治疗床，但 IR 值显示偏差超出容差范围。

选择 Update IR 后，X 射线融合的值将用于覆盖 IR 的偏差条，以使其显示正确的位置。如果您
使用不在 IR 容差范围内的值更新 IR 值，您必须返回摆位界面，单击 Restart positioning。

这对于处于极端位置的床角而言非常有用，因为红外摄像头可能难以正确拍摄到阵列的模式，IR
的偏差条可能会显示微小的偏差。

注: 该功能的默认设置取决于正在使用的是 IR 工具还是身体标记。默认情况下 IR 工具已启用
该功能，而身体标记默认禁用该功能。
 

确认您的设置

按 Next 确认您的设置并进入下一个向导界面。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139



8.6 使用 X 射线发生器预设

一般信息

在该步骤中，您可以选择根据显示的适应症应用预定义的 X 射线发生器设置。（X 射线预设在系
统设置中定义，请参见第 114 页。）

Define X-ray Generator Settings 界面

①

图 71 

如何使用发生器预设

步骤

1. 从可用列表中选择相关适应症。

2. 双击适应症可将该设置复制到 X 射线发生器。

3.
默认情况下，两个射线管的能量设置是相互关联的。要定义不对称的设置（如标靶位于患
者体侧），单击锁链符号 ① 可为每个射线管定义单独的能量设置。

4.

系统会要求您确认设置：

单击 Yes 以继续。

使用 X 射线发生器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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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DRR 设置

8.7.1 定义 DRR 设置

一般信息

在此步骤中，您可以调整如何显示由导入的 CT 数据生成的 DRR（数字重建放射影像）。

DRR 设置

②

①

图 72 

如何选择等中心

如果在导入的 CT 数据中定义了多个等中心，选择您想要为其修改 DRR 设置的等中心。

显示对象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要显示在导入的扫描影像中定义的对象的轮廓，激活 Contours
复选框。

您可以单击 Modify DRR Rendering... 进一步完善该视图。现
在，在 DRR Rendering Settings 对话框中您可以显示：

• PTV only 或 All contours。

• 所选的对象可作为 Outline（在此以橙色显示）或 Solid 对
象（在此以粉红色显示）显示。

② 当前的等中心在影像视图中显示为橙色十字并位于中心。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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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组件 功能

如果您为 X 射线采集（请参见第 157 页）创建了虚拟等中
心，将在影像视图中心显示为红色十字。

注：只有从摆位界面中选择 Patient Settings 访问该界面
时，才能看到虚拟等中心。

如何定义感兴趣体积

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定义感兴趣体积 (VOI)，将部分骨骼解剖排除在影像配准之外。排除的影像可以
是活动结构，它们独立于靶区运动（如：锁骨、下颌），或相对于其在计划 CT 中的位置显示出一
些失真（如：当脊椎具有不同的曲度时，一些椎骨距离靶区更远）。Brainlab 建议定义 VOI 时在
体积视图中显示感兴趣的轮廓。

要定义 VOI：

步骤

1. 激活 DRR VOI 复选框。 

2.

用鼠标拖动当前显示在三个视图中的矩形的边缘，可定义立方体感兴趣体积。

如何更改骨骼/组织和亮度设置

通过修改 DRR 生成设置，您可以更改生成的 DRR 影像中的亮度和骨骼/组织水平。这可以提高随
后的影像融合，例如当 DRR 仅包含较小或较薄的骨骼解剖时。

DRR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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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按 Modify DRR Rendering。显示一个对话框：

如果对比度滑动条设置到 Tissue 一侧且启用了 VOI 功能，在融合页面中显示完整的 DRR
时将使用默认的对比度设置。

2. 根据需要调整 Bone/Tissue 和 Brightness 滑动条直到达到适当的水平（图 73）。

3.

• 要撤销更改，按 Cancel。

• 要将设置恢复为默认值，按 Default。

• 要确认设置，按 Ok。

警告

修改 LUT 或反差系数设置会影响随后的影像融合，从而影响计算的校正位移。大多数情况下，无
需修改默认值。

骨骼/组织和亮度调整

① ②

图 73 

编号 组件

① 骨骼解剖模糊不清

② 骨骼解剖清晰可见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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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您的设置

按 Next 确认您的设置并进入下一个向导界面。

DRR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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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身体标记设置

一般信息

在这一步中，您可以调整 CT 扫描视图的内容，并可在需要时修改身体标记信息。

Define Body Markers 界面

①

② ③

图 74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Select Isocenter 由于身体标记对所有等中心都有效，因而该区域将灰显。

② View 您可以调整影像和查看设置。请参见第 146 页。

③ Body Marker
您可以检测并验证扫描的身体标记，并根据需要添加或删除身
体标记。请参见第 148 页。

确认您的设置

按 Next 确认您的设置并进入下一个向导界面。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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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 浏览影像

视图区域

①

② ③

图 75 

可用影像视图

每个影像视图左下方的患者图标指示不同情况下的视图方向。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Axial

显示轴向 CT 影像以及：

• 扫描集 ID（如 CT#1）
• 当前扫描层的编号

② Coronal
还提供冠状和矢状扫描重建。

③ Sagittal

如何浏览扫描层

要浏览 Axial Slices，使用提供的滑动条。

如何调整视图放大倍数

选项

要调整每个视图的放大倍数 使用缩放图标

如何居中显示

使用 Crosshair 功能可将显示置于特定区域的中心。

身体标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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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激活 Crosshair 复选框。

2.

将鼠标指针置于现在显示的蓝色十字上。

3. 按住鼠标左键并拖动十字，直到视图位于影像中所需区域的中心。

4. 现在所有三个影像视图都相应地更新。

如何显示对象轮廓

选项

要显示在导入的扫描影像中
定义的对象的轮廓

激活 Contours 复选框。

调整影像窗位设置

每个影像视图包含一个直方图，可调整扫描数据的灰度分布。请参见第 215 页。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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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 操作身体标记

Body Marker 功能

①

②

图 76 

如何在可用标记中滚动

使用箭头按钮在可用的身体标记中滚动：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当前选择的身体标记以浅蓝色显示，并标注有标记 ID。

② 其他身体标记显示为深蓝色十字，或深蓝色带圈十字（取决于
影像视图），也标注有标记 ID。

添加和删除标记

选项

按 Add 可在十字交叉点处插入一个新的身体标记。

按 Delete 可将当前身体标记从影像数据中移除。

身体标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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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改标记位置

步骤

1. 使用提供的箭头按钮选择要移动的标记。

2. 按 Change Markers。

3. 将鼠标指针置于影像视图中，并将其移动到当前高亮显示的标记上。

4. 按住鼠标左键并拖动标记到影像视图中的所需位置。

注: 对于基于身体标记的治疗，建议定义至少 5 个但不超过 8 个身体标记。
 

如何执行自动标记检测

步骤

1. 要自动检测扫描影像中包含的身体标记，按 Detect Markers。

2.
当前显示的所有身体标记现在将被删除，只有扫描影像集中包含的身体标记将被检测和显
示以供审查。

3. 用户应审查检测到的身体标记的精确度。

等中心标记

显示的等中心标记供参考，不可编辑。

选项

位于当前影像平面中的等中心以橙色带圈十字显示，并标注有等中心 ID。

不位于当前影像平面中的等中心仅以橙色十字显示。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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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植入式标记的位置

一般信息

如果您想使用植入式标记作为患者摆位的参考来进行治疗，必须在 ExacTrac 软件中定义相应的设
置。

您在此定义的设置随后用于启用基于 X 射线的患者位置校正（请参见第 212 页）。

Define Implanted Markers 界面

①

②

③

④

图 77 

界面区域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Select Isocenter
选择应指定植入式标记的等中心。这可以确保仅使用与特定等
中心相关的植入式标记来确定校正位移。

② View 调整影像和查看设置（请参见第 151 页）。

③ Implanted Marker Type 定义使用的植入式标记类型（请参见第 153 页）。

④ Implanted Marker 添加或删除植入式标记，或根据需要编辑植入式标记。

确认您的设置

按 Next 确认您的设置并进入下一个向导界面。

植入式标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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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 浏览影像

视图区域

② ③

①

图 78 

可用影像视图

每个影像视图左下方的患者图标指示不同情况下的视图方向。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Axial

显示轴向 CT 影像以及：

• 扫描集 ID（如 CT#1）
• 当前扫描层的编号

② Coronal
还提供冠状和矢状扫描重建。

③ Sagittal

如何浏览扫描层

要浏览 Axial Slices，使用提供的滑动条。

如何调整视图放大倍数

选项

要调整每个视图的放大倍数 使用缩放图标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151



如何居中显示

步骤

1. 激活 Crosshair 复选框。

2.

将鼠标指针置于现在显示的蓝色十字上。

3. 按住鼠标左键并拖动十字，直到视图位于影像中所需区域的中心。

4. 现在所有三个影像视图都相应地更新。

如何显示对象轮廓

选项

要显示在导入的扫描影像中定义的对象的轮廓，激活 Contours 复选框。

现在，可用勾画结构将显示（在此处以粉红色显示）在 CT 数据中。

注: 要查看治疗期间的勾画结构，激活 Define DDR Settings 中的勾画复选框。
 

调整影像窗位设置

每个影像视图包含一个直方图，可调整扫描数据的灰度分布。请参见第 215 页。

植入式标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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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 操作植入式标记/支架

一般信息

操作植入式标记时，考虑以下各项：

• 每次治疗仅植入一种类型的标记。

• 在软件中选择相应的标记类型。

• 分别为每个等中心定义标记，以便准确地确定校正位移。

• 如果使用多个长标记，定义每个标记的两个端点，然后再继续定义下一个标记。

• 建议在前列腺治疗中使用三个植入式标记来确保精确度。

必须遵守以上指南才能确保精确的自动标记检测和患者摆位校正位移计算。有关确定校正位移的更
多信息，请参见第 214 页。

植入式标记功能

①

②

③
④

⑤

图 79 

等中心标记

显示的等中心标记供参考，不可编辑。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当前选择的等中心以橙色带圈十字显示，并标注有等中心 ID。

② 其他等中心仅以橙色十字显示。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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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显示可用标记

编号 组件 功能

③ 在定义的植入式标记中滚动。

④ 当前选择的植入式标记显示为浅绿色并标有标记 ID。

⑤ 其他植入式标记以深绿色显示，也标注有标记 ID。

如何添加标记

步骤

1. 在 Implanted Marker Type 区域，选择适当的标记类型。

2.

按 Add 可在十字交叉点处插入一个新标记。

• Short (midpoint used)：对于长度小于 5 毫米的球形或圆柱形植入式标记，将插入的
标记置于扫描影像中包含的植入式标记中心。

• Long (both endpoints used)：对于长度大于 5 毫米的标记，您必须在扫描影像中包含
的植入式标记的两个端点处插入标记。 

如何删除标记

按 Delete 可从影像数据中删除当前选中的标记。

如何更改标记位置

步骤

1. 使用提供的箭头按钮选择要移动的标记。

2. 按 Change Markers。

3. 将鼠标指针置于影像视图中，并将其移动到当前高亮显示的标记上。

4. 按住鼠标左键并拖动标记到影像视图中的所需位置。

摆义植入式标记的位置时，确保 CT 扫描中没有呼吸相关伪影。如果采集了多次屏息的扫描图，确
保每两个扫描集之间接合处 CT 数据的一致性。如果数据不一致，患者必须重新接受扫描。

如何复制标记

您可以将植入式标记从一个等中心复制到另一个等中心：

步骤

1. 在 Isocenter 区域，选择要将标记复制到哪个目标等中心。

2. 在 Implanted Marker 区域，选择要从哪个源等中心复制标记。

3. 在 Implanted Marker 区域，按 Copy。

植入式标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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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如果已经为目标等中心定义了植入式标记，会出现系统提示消息，告知您这些植入式标记
将被删除。

选择 Yes 确认该提示，以便从源等中心复制标记。

5. 核实复制的标记是否正确摆位。

支架

支架是放在体腔内的圆柱形标记。在前列腺治疗中，支架的 常见应用是放在尿道中，如使用
MemoCore™ 标记。

根据支架的密度、尺寸和形状，自动在数据集内定位支架。

仅当患者只有一个等中心时才可以选择支架。

检测支架

如果将标记定义为支架，系统会尝试自动检测支架的主轴线和重心。在数据集的所有三个视图中，
主轴线显示为一条品红色线。

图 80 

如果轴线未与支架正确对齐和/或未正确检测出重心，您可以选择 Restrict Search Region by
Cuboid 功能来手动定义搜索体积。在执行支架检测时，Brainlab 建议使用 Restrict Search
Region by Cuboid 功能。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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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警告

使用支架类型的标记进行 X 射线配准时，确保将等中心置于尽可能靠近支架主轴线的位置。等中
心与支架主轴线之间的距离越大，摆位不精确的风险就越大。

植入式标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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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虚拟等中心定义

一般信息

对于某些治疗，等中心周围的解剖结构不适合 X 射线校正期间所需的影像融合（请参见第 201
页）。如果没有足够的骨骼解剖，或如果等中心的位置靠近一系列相似结构（如椎骨），则可能存
在这种情况。

椎骨系列

图 82 

如何防止影像融合不精确

为防止影像融合不精确，在具有足够独特解剖的区域定义一个虚拟等中心。

步骤

1.
基于虚拟等中心（而不是治疗等中心）的位置采集 X 射线校正影像（请参见第 191
页）。

2. 影像成功融合后，计算将患者重新摆位于治疗等中心的位移。

3. 基于实际的等中心位置进行 X 射线摆位精确度验证（请参见第 245 页）。

请参见第 418 页。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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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等中心定义

①

②

③

④

图 83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Select Isocenter 区域
如果在导入的影像数据中定义了多个等中心，使用在此提供的
选值框选择要为哪个等中心定义虚拟等中心。

② 扫描视图
提供当前 CT 切层的轴向、冠状和矢状扫描视图，显示当前等
中心。

③ 显示视图方向。

④ 调整每个视图的放大倍数。

如何定义虚拟等中心

步骤

1. 激活 Use Virtual Isocenter。

2.

将鼠标指针置于影像视图中，并将其移动到当前以红色高亮显示的虚拟等中心上。

虚拟等中心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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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按住鼠标左键并拖动虚拟等中心到影像视图中的所需位置。

根据虚拟等中心的位置更新右侧的 DRR Preview 视图，该视图显示预计从每个射线管发射
的近似 X 射线量。

调整影像窗位设置

每个影像视图包含一个直方图，可调整扫描数据的灰度分布。请参见第 215 页。

确认您的设置

按 Next 确认您的设置并进入下一个向导界面。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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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等中心选择

一般信息

如果在导入的影像数据中定义了多个等中心，您必须选择要治疗的等中心。

等中心选择

①

②

③ ④

⑤

图 84 

如何选择等中心

使用 Select Isocenter ① 区域内提供的微调框选择等中心。

影像集重建

编号 组件 功能

② Image Set Reconstruc‐
tion

在进行患者治疗之前，验证为影像数据定义的对象（如：植入
式标记或身体标记）以及任何其他导入的对象（如：iPlan 对
象）。

③ 显示视图方向。

④ Axial、Coronal 或 Sa‐
gittal

选择视图重建。

等中心坐标

等中心坐标 ⑤ 可以按不同的坐标规则显示。

• 如果患者数据是从任何第三方 TPS、Brainlab Elements 或通过 ARIA 导入，这些患者数据则按
Dicom 坐标显示。

等中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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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如果患者数据是从 iPlan RT 导入，这些患者数据则按 Brainlab 坐标显示。

• 如果患者数据是从 iPlan RT 导入并已定位，这些患者数据则按定位器坐标显示。定位器坐标的
方向与 Brainlab 坐标相同。显示顺序和标签不同：A-P = Y；Lateral = X；Vertical = Z。

注: 如果患者数据先是在 iPlan RT 中被定位、被导出到第三方 TPS 并被修改，然后才被导入
ExacTrac，那么这些数据将按 Dicom 坐标显示。请将 ExacTrac 中显示的等中心坐标与第三方
TPS 中的等中心坐标而非 iPlan RT 打印件进行比较。
 

下图比较不同的坐标系：

IEC 61217 坐标系的详细描述见第 293 页。

调整影像窗位设置

每个影像视图包含一个直方图，可调整扫描数据的灰度分布。请参见第 215 页。

如何向 PTV 指定轮廓

可以将轮廓指定给某个特定等中心的 PTV。每个 PTV 和等中心只能指定一个轮廓。Assign
Contour to PTV 下的列表包含 多 48 个轮廓。

如果没有为特定的 PTV 指定等中心，将自动显示在治疗计划中定义的所有轮廓。

步骤

1. 单击 Assign...。

2. 在当前显示的字段中，选择显示出所选等中心 PTV 的相应轮廓。

3. 单击 Assign...。

定义患者数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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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确认指定。

注: Brainlab 建议在计划期间使用可区分的等中心和轮廓名称，以便正确地进行手动指定。
 

数据坐标

您可以在 Brainlab Coordinates 或 Dicom Coordinates 下（具体取决于用于创建导入的治疗数
据的治疗计划系统）查看为导入的影像数据定义的坐标。

等中心检查

如果您正在配备辅助设备界面 (ADI) 的 Varian Clinac 或 Varian TrueBeam 系统上使用
ExacTrac，ExacTrac 会自动比较所选的等中心与在机器上准备的射束。如果不匹配，则会在软件
的摆位视图中显示提示。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ExacTrac 中多个等中心的编号方式可能不同于您的治疗计划中的编号方式。为此，ExacTrac 也显
示通过治疗计划系统为等中心指定的文本标签。确保在直线加速器上选择的等中心与在 ExacTrac
中选择的等中心相匹配。

警告

检查在 ExacTrac 中加载的治疗计划是否与加载到直线加速器上的治疗计划一致，并确保等中心坐
标正确（通过将其与治疗计划系统的打印输出比较）。在治疗计划已经更新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
重要，以便考虑到可能的机架/治疗床碰撞、肿瘤缩小、加强剂量计划等。

警告

如果所选的等中心并非紧挨着前一个，Brainlab 强烈建议重复 X 射线校正（请参见第 191
页）。

后继步骤

按下 Finish 后，您将跳转至主摆位界面，从这里您可以开始对患者预摆位。

等中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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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患者预摆位
9.1 PTV 对齐直线加速器等中心

手动预摆位

如果不使用参照系统扫描患者，扫描数据和患者在治疗床上的位置之间则无固摆的关系。

因此，您必须根据皮肤标记和治疗室激光等方法调整治疗床位置，以手动方式预先确定患者相对于
直线加速器等中心的位置。

然后，应使用摆位阵列：ET 摆位阵列和摆位臂，或是 ET 星形摆位器和摆位臂，又或是 iGUIDE
参照阵列在治疗期间追踪治疗床的位置（参见第 168 页）。

红外线预摆位

只能在以下情况使用 ExacTrac 红外线摄像头系统执行预摆位：

• 在计划 CT 中扫描了合适的身体标记球并将其附在患者的皮肤上（见第 165 页），或者

• 患者正戴有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参见第 166 页）。

如果在使用 ExacTrac 期间治疗室内还使用了第三方红外线工具，则确保这些工具不会覆盖
Brainlab 红外线工具。

如果 ExacTrac 与 iGUIDE 或 MOSAIQ 配合使用，则按 Send Shift 执行自动预摆位。

注: 确保机架没有遮挡红外标记，因为遮挡后 ExacTrac 可能无法执行预摆位。如有必要，将机架
旋开。
 

警告

确保所有配件已安装紧固。

机架与治疗床的大致调整

警告

在开始患者摆位之前，直线加速器机架可处于上位或下位，而治疗床旋转则只能居中。被追踪的患
者旋转如果偏离开始位置 5°以上，系统会显示警告消息。

无框架外科手术时的机架和治疗床调整

如果使用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追踪患者位置，并且等中心位于颅骨的背侧末端或者颅椎上，那
么红外线标记可能会被准直仪隐藏。

在这种情况下，将准直仪旋转至 90°或者旋转机架偏离原点位置，直到标记显现。如此便完成
ExacTrac 的预摆位。

患者预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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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患者在治疗床上的摆位

一般摆位建议

确保不要将患者置于治疗床面上的任何金属组件附近。否则，这些组件将作为伪影拍摄入随后的 X
射线或锥形束 CT 校正和验证影像内。

要启用 X 射线影像采集，还要确保 X 射线管和平板之间的视野没有被遮挡。

警告

在 CT 扫描和治疗摆位期间始终使用相同的患者摆位方法和相同的患者体位。

Brainlab 强烈建议使用患者固定设备限制患者活动。

检查预摆位后的患者位置是否与所选治疗区域匹配。

患者在治疗床上的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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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更换身体标记

使用正确的身体标记

如果患者先前使用铝制 CT 身体标记球进行扫描，那么在开始治疗前这些标记球必须更换成塑料制
的红外线身体标记球。

警告

指示患者在程序期间不要说话。说话会严重影响身体标记的移动。

标记可见性

警告

移除标记底座后，确保原标记位置的描记痕迹在患者皮肤上清晰可见。因为有了这些痕迹才能正确
贴上患者治疗用的标记底座和红外线身体标记球。标记黏贴不当可导致患者摆位不正确。

警告

如果有一个或多个标记球在红外摄像头中不能清晰可见，或者由于标记球反射不佳而使红外摄像头
无法正确检测标记球的中心，则精确度可能会下降。使用前确认所有标记球的表面均干燥且状况良
好。

确保身体标记黏贴牢固且不被其他设备所遮挡。

警告

标记球如有损坏，则必须立即更换，更换标记球时，请佩戴手套以保护反射金属片。

患者预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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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针对颅脑治疗的无框架放射外科手术

一般信息

可使用从 iPlan RT Dose 4.5 导入的定位数据集执行无框架放射外科手术。 

对于非定位数据集，可以在 ExacTrac 中将患者 CT 扫描与内部存储的参照 CT 扫描匹配后执行无
框架放射外科手术（见第 132 页）。

警告

请勿使用 Brainlab 立体定向头环或立体定向遮盖系统进行 ExacTrac 系统的患者摆位。只有无框
架放射外科治疗系统的组件才能提供所需的摆位精确度。

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图 85 

安装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如果患者扫描时佩戴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或您已经启动非摆位无框架工作
流程，那么必须使用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来摆位该患者。

步骤

1.
将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安装到成像治疗床面无框架延伸装置或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
伸装置。

2. 将预先准备的底层面膜安装到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3. 将患者的头部放置在底层面膜上。

4. 将预先准备好的顶层面膜覆盖在患者面部，并按患者支持系统用户指南所述进行固定。

5.
将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安装到底板，并使用快速释放设备将其固定。在安装无框架放
射外科摆位阵列时，确保锥形端指向治疗床足端（如上图所示）。

警告

反射标记被隐藏或发生移位可能会导致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的红外追踪精确度下降。

警告

治疗前请先确认反射标记球已牢牢固定且安装插脚未弯曲。

警告

标记球如有损坏，则必须立即更换，更换标记球时，请佩戴手套以保护反射金属片。

针对颅脑治疗的无框架放射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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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治疗分次时额外执行的验证

对于首个治疗分次，Brainlab 强烈建议执行额外的验证。

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相对于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和患者的摆位是不可复制的。只能使用无框
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进行预摆位。在治疗前务必执行 X 射线或锥形束 CT 校正。确保治疗和扫描
期间使用同一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

使用红外追踪功能（见第 182 页）预摆位患者并执行 X 射线或锥形束 CT 校正（见第 191 页）
后，Brainlab 建议先执行下述质量保证步骤再继续执行验证。

验证内容包括：

• 等中心的大体位置正确且与治疗室激光相符（多等中心治疗时等中心选择正确，等中心位于患者
头部正确的一侧等）。

• 直线加速器的射野显示 MLC 射野设置正确。

注: 此额外验证并非因为预摆位流程的精确度问题。X 射线模块的准确度和精确度虽然比 IR 追踪
高得多，但通常还是有几毫米的偏差。这种偏差并非表明系统出现任何故障。
 

警告

在实际的患者治疗期间请勿触碰面膜系统或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如果发生触碰，则必须先执
行 X 射线验证才能继续患者治疗。

警告

如果在不同射束或射野之间移除并重新安装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则必须在下一次患者治疗之
前执行 X 射线验证。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请勿在 ExacTrac 系统中使用基于第三方头部固定设备的定位计划数据。只有基于无框架放射外科
组件而得出的定位计划数据才能提供所需的摆位精确度。

警告

请勿将 ExacTrac 系统与第三方头部固定设备配套用于执行患者摆位。如果 X 射线或锥形束 CT
校正影像中显示有这类设备，可能会严重影响影像融合并因此而导致摆位精确度降低。

警告

执行无框架放射外科手术时，X 射线或锥形束 CT 校正和验证（见第 191 页）属强制性程序，因
为各分次治疗之间的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位置可能有细微差异，而且可能还与 CT 扫描期间所
安装的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的位置不同。

患者预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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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颅外治疗用的摆位阵列

一般信息

如果患者扫描时没有使用身体标记或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则必须在治疗
床上安装 ET 摆位阵列和摆位臂。

在使用 HexaPOD/iGUIDE 时始终使用 iGUIDE 参照阵列。请参见第 174 页。

摆位臂

①

②

③

④

图 86 

编号 组件

① 安装臂，通过顶部螺旋夹具安装至治疗床（使用两颗螺钉或夹具）。

② 安装臂，通过底部螺旋夹具安装至治疗床。

③ 安装臂，通过标准/TrueBeam 夹具安装至治疗床。

④ 已摆位的阵列。

颅外治疗用的摆位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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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夹具装置的 ET 摆位臂

①

②

③

④

图 87 

步骤

1. 打开夹具。

2. 将摆位臂放置在侧边横栏上 ②。

3. 于侧边横栏下方闭合夹具 ③。

4. 移动控制杆将摆位臂固定在侧边横栏上 ④。

警告

如果在治疗床摆位过程中碰撞或接触 ET 摆位臂，则摆位臂可能会发生永久性位移。请执行新的 X
射线验证。

为了达到 高的精确度，应使所选的摆位阵列尽量靠近治疗部位，但不得接触患者。

警告

所选摆位阵列的布置位置应与机架入路有一段合适的距离，否则，机架可能会与摆位阵列碰撞，导
致患者摆位不准确或患者受伤。

患者预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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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螺丝的 ET 摆位臂

①

②

图 88 

步骤

1. 拧开螺丝 ①。

2. 将摆位臂放置在侧边横栏上。

3. 拧紧螺丝 ②。

警告

如果在治疗床摆位过程中碰撞或接触 ET 摆位臂，则摆位臂可能会发生永久性位移。请执行新的 X
射线验证。

为了达到 高的精确度，应使所选的摆位阵列尽量靠近治疗部位，但不得接触患者。

警告

所选摆位阵列的布置位置应与机架入路有一段合适的距离，否则，机架可能会与摆位阵列碰撞，导
致患者摆位不准确或患者受伤。

将摆位阵列安装到无侧边横栏的治疗床

如果治疗床无侧边横栏，则安装 IGRT 用 ET 摆位臂固定装置：

颅外治疗用的摆位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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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9 

步骤

1. 旋开固定螺钉。

患者预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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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将该装置放在治疗床面上。IGRT 用 ET 摆位臂固定装置可以放在治疗床面的两侧。

IGRT 用 ET 摆位臂固定装置必须放在治疗床面的后部，位于标记 F3 与 F8 之间：

IGRT 用 ET 摆位臂固定装置必须垂直放在治疗床面：

3. 在安装摆位臂之前完全旋紧 IGRT 用 ET 摆位臂固定装置的固定螺钉。

4. 连接摆位臂。

5. 您必须在移除摆位臂后才能旋开 IGRT 用 ET 摆位臂固定装置的固定螺钉。

颅外治疗用的摆位阵列

172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如果您使用摆位阵列作为参照系统，治疗期间请使用视频验证功能（见第 251 页）验证摆位精确
度。

警告

请勿在摆位阵列或安装臂上附加物体。附加电缆等物体将降低摆位精确度。

警告

摆位阵列损坏后不能保证摆位准确。定期检查摆位阵列是否处于良好状态（无变形、无损坏或移位
的标记）。

警告

如果使用 ET 摆位阵列和摆位臂作为您的参照系统，治疗前请先确认反射标记球已牢牢固定且安装
插脚未弯曲。

确保患者和直线加速器机架的任何部件之间有足够的空隙。

警告

标记球如有损坏，则必须立即更换，更换标记球时，请佩戴手套以保护反射金属片。

警告

如果参照星形摆位器发生偏离等中心的角度移动，系统将显示“Reference Star has moved!
Please reload patient data and restart positioning.”警告。

警告

如果在治疗床摆位过程中碰撞或接触 ET 摆位臂，则摆位臂可能会发生永久性位移。请执行新的 X
射线验证。

警告

IGRT 用摆位臂固定装置必须直接固定在治疗床面！治疗床面与 IGRT 用摆位臂固定装置之间不允
许有其他材料（例如防滑垫）。

警告

在治疗前检查 IGRT 用摆位臂固定装置的固定螺钉是否旋紧。

警告

请勿将 ET 摆位臂以外的其他装置固定到 IGRT 用 ET 摆位臂固定装置。

警告

IGRT 用 ET 摆位臂固定装置必须放在治疗床面的后部，位于标记 F3 与 F8 之间。

患者预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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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使用 iGUIDE 参照框架

一般信息

您可以同时使用 Elekta iGUIDE 参照框架与 iGUIDE/HexaPOD 进行摆位。

如何使用 iGUIDE 参照框架

步骤

1.

在 Patient Settings 的 Set Positioning Defaults 界面内选择 Reference Star/Array
（见第 132 页）。

2.

当 ExacTrac 检测到可见的 Elekta 参照框架时，界面右上方会显示一个图标：

配合 iGUIDE 软件使用

对于所有非颅脑治疗，要使用 iGUIDE 软件则必须在治疗床上安装参照框架。安装参照框架后，
ExacTrac 不可能同时再与其他摆位设备配套使用。

警告

iGUIDE 软件不得同时使用身体标记和参照框架，否则身体标记可能会被遮挡。

警告

请勿同时使用多个 IR 工具。

使用 iGUIDE 参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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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摆位界面概述

一般信息

选择等中心后（见第 160 页），您将自动跳转至主摆位界面。

• 如果当前的患者治疗中启用了通过 ExacTrac Robotics 执行的治疗床自动摆位功能，（见第
111 页），ExacTrac 软件便会验证 ExacTrac Robotics 系统是否为随后的倾斜补偿做好了居中
准备（见第 255 页）。

• 在 ExacTrac Robotics 正确居中后，您可以使用 ExacTrac 调节治疗床位置使 PTV 与直线加速
器等中心对齐，从而完成患者的预摆位。

注: 使用 PerfectPitch 补偿纵翻和侧翻时，ExacTrac 不会检查确认 PerfectPitch 是否位于中
心。
 

ExacTrac Robotics 不应用于患者预摆位。

初始摆位界面

①

②

③
④

图 90 

编号 组件 功能/用途

① 摆位视图

摆位视图位于界面中心：

要配置这些视图请参见第 106 页。

每个影像视图左下方的患者图标指示不同情况下的视图方向。

② 检测到的标记 每个摄像头镜头检测到的标记数量。

③ Isocenter 当前所选的等中心。

患者预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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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组件 功能/用途

④ Beam

显示已备射束的名称。

如果有 ADI 并已连接，便在此显示 Varian 直线加速器上准备
的射束，并且：

• ExacTrac 将检查是否已为已备射束选择了正确的等中心，如
否则显示一则警告。

• 当出现 ExacTrac DICOM 计划未知的射束时，ExacTrac 会显
示一则警告。

• ExacTrac 检查 ExacTrac 中加载的患者是否与直线加速器上
加载的计划/已备射束匹配，如否则显示一则警告。

请参见第 176 页。

无 ADI 时，所选等中心的首个射束已预先选定（可手动更
改）。

注: 您必须选择当前射野/射束（见图 90 中的 ④）来指示 ExacTrac 当前射野所采用的治疗床角
度。如此，当治疗床正确移至计划的角度时，ExacTrac 便马上在治疗床角度偏离条中显示 OK。
 

ADI 的等中心/射束组合

等中心/射束 说明

直线加速器上加载的计划与 ExacTrac 中加载的
患者不匹配。

注: 如果 ExacTrac 与 MOSAIQ 配套使用，直线
加速器上加载的计划与 ExacTrac 上加载的计划
之间没有射束映射，或者之前执行了映射但之后
MOSAIQ 中的计划实例 UID 已改变。
 

直线加速器上未准备射束。因此 ExacTrac 无法
检查等中心/射束一致性。

直线加速器上准备的射束不符合 ExacTrac 中选
择的等中心。

直线加速器上准备的射束符合 ExacTrac 中选择
的等中心。

直线加速器上准备的射束对 ExacTrac DICOM 计
划为未知，但计划实例 UID 一致。

摆位界面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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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心/射束 说明

直线加速器上准备的射束对 ExacTrac 中的 DI‐
COM 计划为已知，但射束属性不同。治疗控制系
统上的射束属性可能已改变。

未知的射束

当 ExacTrac 在其 DICOM 计划内找不到直线加速器上准备的射束，但射束传输的计划实例 UID 与
ExacTrac DICOM 计划一致时，ExacTrac 将该射束显示为未知射束。

在这种情况下，ExacTrac 无法验证 ExacTrac 内所选的等中心是否与准备的射束匹配。用户必须
手动验证。而且，ExacTrac 并不知道针对该射束计划的治疗床旋转。用户必须手动验证患者的垂
直旋转是否正确。

对于 TrueBeam 治疗床，ExacTrac 不会为未知射束执行自动摆位。

由于 ExacTrac 不清楚准备的射束，因此 ExacTrac 不会批准未知射束，用户应负责在确认一切妥
当后执行手动批准。

不一致射束

当直线加速器上准备的射束是 ExacTrac 所已知的且与计划实例 UID 一致，但某些射束属性不同
于原先计划的射束时，ExacTrac 将该射束显示为不一致射束，进而阻止此不同的计划的治疗。当
您直接更新或重写直线加速器上的计划并且这些改变影响了患者摆位程序的正确性时，就会发生这
种情况。

安全注意事项

确保身体标记或阵列可被红外摄像头追踪，而且检测到的身体标记数量和患者身上的标记数量一
致。

警告

参照系统上有一个或多个反射标记球不在红外摄像头的摄像范围内可能会导致精确度下降。身体标
记（如果使用）也是如此。使用前确认所有标记球的表面均干燥且状况良好。标记球如有损坏，则
应更换。 

要确保使用红外摄像头执行精确的预摆位，必须将程序不需要的且没有贴于患者皮肤的所有标记
（例如校准工具）移出摄像头的视野。

使用前检查摄像头的照明器滤光器和镜头，确保它们没有损坏且足够洁净。

警告

治疗期间请勿调节摄像头位置。每次发生设备撞击后都对系统进行校准。发生严重撞击时，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警告

您必须选择当前射野/射束（见图 90）来指示 ExacTrac 当前射野所采用的治疗床角度。如此，当
治疗床正确移至计划的角度时，ExacTrac 便马上在治疗床角度偏离条中显示 OK。

警告

只能在无法避免时使用手动批准。每次需要通过按 F8 进行手动批准时，务必确保患者相对于所选
射束、等中心以及治疗床角度的摆位正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ExacTrac 不会执行验证。

患者预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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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位视图的内容

组件 功能

在影像数据中选择的治疗等中心显示为橙色十字线。

在影像数据中定义的任何身体标记显示为蓝色十字线。

附着在患者身上的身体标记显示为红球体。

每个视图中心处的准心表示直线加速器等中心。

位置指示器

用于辅助对齐治疗等中心和直线加速器等中心的位置指示器位于界面右方和底部。

每个位置指示器包含：

• 显示维的图标。

• 显示目前偏差的数字和图形（偏离条）。

除 Couch Angle 外显示的所有数值均以靶区位置为零点而得出。Couch Angle 为绝对值且遵循直
线加速器所采用的规则。

所有偏离条均以当前靶区位置为零点而显示。在 Patient Settings 中定义的 IR 精确度阈值内
时，单个偏离条显示为绿色，如果仍需 X 射线验证则为灰色。

指示器 功能

位移指示器
Vertical、Longitud. 和 Lateral 位移指示器指示治疗等中心相对于
直线加速器等中心的位置。

仍需 X 射线验证时位移指示器保持为灰色。如果偏差低于患者设置中
定义的平移 IR 精确度阈值，则显示绿色的 OK。

对于平移偏差，绿色 OK（状态指示器）并非取决于各个单独的维，而
是取决于产生的向量。因此平移位移指示器可能会先于状态指示器显
示 OK。

倾斜指示器
Long.Angle 和 Lat. Angle 倾斜指示器指示当前的患者旋转状态。

仅在 PerfectPitch 或 ExacTrac Robotics 可用时才能对 Lat. 和
Long. 倾斜指示值进行补正。如果您没有 PerfectPitch 或 ExacTrac
Robotics，尝试在治疗床上手动重新调整患者的位置或者在患者设置
中调整旋转阈值。

仍需 X 射线验证时位移指示器保持为灰色。如果偏差低于患者设置中
定义的旋转 IR 精确度阈值，则显示绿色的 OK。

Couch Angle 指示器显示患者的绝对竖直角。偏离条以以下位置为中
心：

• 预摆位时的默认位置（0°或 180°）（在 PrePos: 中显示）。

• 摆位但未准备射束时的默认位置（0°或 180°）。

• 摆位时针对已备射束计划的治疗床角度（在 Plan: 中显示）。

仍需 X 射线验证时位移指示器保持为灰色。如果偏差低于患者设置中
定义的旋转 IR 精确度阈值，则显示绿色的 OK。

警告

位置和角度指示器按照 IEC 61217 显示患者坐标体系值。一旦治疗床旋转至偏离默认位置，患者
坐标体系显示的值将不同于直线加速器坐标体系显示的值。

摆位界面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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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ExacTrac 中的治疗床角度按直线加速器所采用的标度显示。因此默认的位置可以是 0°或
180°，正旋转可以是顺时针或逆时针。在验收期间系统被自定义为与您的直线加速器匹配。

状态指示器

用于指示治疗等中心和直线加速器等中心对齐状态的状态指示器位于界面右上方。

指示器 功能

如果您为 Varian ETR/Varian Exact 治疗床（见第 70 页）购买了治
疗床自动摆位装置，该图标显示时您可以在治疗室内启用治疗床自动
预摆位功能。

摆位期间，平移精确度低时显示该图标：

• ET 星形摆位器、ET 摆位阵列以及身体标记的阈值在患者设置中予
以定义（见第 132 页）。

• 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的阈值为 1.0 毫米。

如果您的 ExacTrac 系统没有配备治疗床自动摆位装置，那么在该图
标显示时您可以手动对治疗床进行预摆位。

摆位期间，旋转精确度（Lat.、Long. 和 Couch Angle）低时显示该
图标。其阈值在患者设置中予以定义。

摆位期间，精确度下降时显示该图标：

• ET 星形摆位器和 ET 摆位阵列的阈值为 0.7 毫米。

• 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的阈值为 0.5 毫米。

• 身体标记的阈值在患者设置中予以定义（见第 132 页）。

摆位期间，旋转精确度（Lat.、Long. 和 Couch Angle）下降时显示
该图标。其阈值在患者设置中予以定义。

如果您的 ExacTrac 系统具有 X 射线或锥形束 CT 功能，在成功完成
预摆位时，该图标指示您可以继续进行校正。

该图标指示等中心处于计划的治疗位置。

当平移向量（即垂直、纵向和横向移动产生的向量，而非各个方向单
独的位移）低于患者设置中定义的平移精确度阈值时显示该图标。

此外，Long.、Lat. 和 Couch Angle 等角度都必须低于患者设置中定
义的 IR 角度阈值。

必须等到 OK 图标显示时才能激活治疗射束。

注: 对于平移，此 OK 符号取决于向量长度，而偏离条取决于各个
值。有可能所有偏离条都显示 OK，而此 OK 图标却没有出现。在这种
情况下，手动调整治疗床以使偏差更加接近 0。
 

如果患者设置中的 Automatic Treatment Beam Interlock 已激活并
启用且 X 射线监控超出容差范围，则会显示该图标。

患者预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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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符号

根据系统配置，状态图标右侧也可能包含连锁符号。

图 91 

符号 功能

以下情况下该符号为绿色（射束未被锁定）：

• OK 状态图标显示，并且

• X 射线监控的 Automatic Treatment Beam
Interlock 已启用且 X 射线监控在容差范围
内。

注: 对于在日本安装，每当在 ExacTrac 中拍摄
X 射线影像时该符号为红色（锁定 MV 射束）。
 

注: 单击该图标并确认第一条消息可以手动清除
MV 连锁。只要第二条消息仍然打开，MV 连锁就
会被清除。关闭第二条消息后，MV 连锁会再次
激活。
 

舱门打开时，千伏 / DOOR 连锁可能会激活（具
体取决于配置）。

此外，对于与 Elekta 整合的系统，当治疗床制
动未锁定或正在拍摄 XVI 影像时，该连锁会阻
止 ExacTrac 采集 X 射线。

摆位界面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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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图标流程图

该流程图可概览 ExacTrac 中的状态图标及其对工作流程步骤和患者摆位精确度的依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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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rac Robotics 或 PerfectPitch 的情况下处理旋转偏差

如果在无 PerfectPitch 或 ExacTrac Robotics 的情况下使用 ExacTrac，将无法自动校正旋转偏
差。为了获得状态指示器 OK，可适当调整旋转 IR 精确度阈值。对于大幅度的旋转偏差，
Brainlab 建议重新调整治疗床上的患者。在这种情况下，请拍摄新的 X 射线影像并校正潜在的偏
移。

治疗的批准（仅 ADI）

如果您在配备辅助设备接口 (ADI) 的 Varian Clinac 或 Varian TrueBeam 系统上使用
ExacTrac，那么当前的辐射束治疗必须经过 ExacTrac 批准。如果 Varian 直线加速器配置有 ADI
但没有使用 ExacTrac 进行摆位，则必须运行 ExacTrac 以批准来自 Varian 的请求。

ExacTrac 只要其没有加载患者，就始终都会批准 Varian 请求。在加载有患者时，ExacTrac 会验
证患者的位置并仅在确定患者位置正确时自动批准（即 OK 图标）。

对于 ExacTrac 未知的射野（例如在将计划导出到 ExacTrac 后添加的射野，如 MOSAIQ 中的摆位
射野），ExacTrac 无法验证患者位置，因此将不会自动批准。

如果要重写自动批准，则按 F8 键显示一个对话框并从中发送一个手动批准。在按下 F8 后便无法
再发送位移请求，因为射束被批准后直线加速器不再接受位移请求。

注: Varian 仅在处于 Clinac Ready 状态时才接受批准。
 

注: 如果在多次尝试后仍无法开启 ExacTrac 工作站或软件，您可以联系 Varian 支持人员。必须
从直线加速器配置的 ADI 设备列表上移除 Brainlab ExacTrac，即在无 ExacTrac 的情况下，才
能够继续治疗。
 

如何对齐等中心

步骤

1.

确保界面右上方显示控制柄图标或 Low Accuracy。

2.

调整治疗床：

• 对于 Varian Exact/ETR 治疗床，按下控制柄两侧的启用按钮即可启用治疗床自动运动
功能（见第 70 页）。

• 对于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按下 Restart Positioning 即可启动针对治疗床自动运动
的对话框（见第 185 页）。

• 或者也可以按照位移指示符提供的信息手动移动治疗床（请参见第 178 页）。

3.

调整治疗床后，确保：

• 指示治疗等中心的橙色十字线位于蓝色直线加速器十字线的中心。

• 影像数据中定义的身体标记位置（蓝色十字线）与附着于患者身上的身体标记位置（红
球体）一致。

注: 如果发生皮肤位移，尽管患者位于等中心，附着在患者身上的身体标记位置也可能会
轻微偏离影像数据中的身体标记位置。
 

4.

界面右上方显示 Proceed with X-ray 或 OK。以下情况会显示这两个图标：

治疗等中心和直线加速器等中心之间的偏差少于所选参照系统的精确度阈值（见第 179
页）。

精确度已维持至少五秒。

摆位界面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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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如果在十秒内尚未连接红外摄像头，系统会显示一则警告。在这种情况下请勿治疗患者。

警告

始终通过交替查看 ExacTrac 界面显示和室内摄像头显示来监视自动治疗床运动。如果系统对治疗
床的移动出现过度的情况，立即停止自动摆位流程，在直线加速器屏蔽房里面继续摆位。

警告

请勿在未执行 X 射线校正的情况下治疗患者。

警告

只能在无法避免时使用手动批准。每次需要通过按 F8 进行手动批准时，务必确保患者相对于所选
射束、等中心以及治疗床角度的摆位正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ExacTrac 不会执行验证。

后继步骤

如果患者偏离等中心位置，则单击导航面板中的 Restart Positioning 重复执行预摆位。

您现在可以继续进行 X 射线或锥形束 CT 校正，如果您的 ExacTrac 系统没有 X 射线功能，则直
接开始患者治疗。

警告

无 X 射线功能的 ExacTrac 系统的精确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患者的形态学特征。皮肤
位移、患者发生解剖上的变化或相对于 CT 扫描所得出信息的位置改变，可导致摆位的不精确度远
远大于系统验收期间使用刚性体模测定的不精确度。

警告

执行无框架放射外科手术时，X 射线或锥形束 CT 校正和验证属强制性程序，因为各分次治疗之间
的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位置可能有细微差异，而且可能还与 CT 扫描期间所安装的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的位置不同。使用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作为参照系统时不允
许仅使用红外线追踪功能。

警告

务必核实 ExacTrac 通过显示 OK 图标确认了靶区位置。如果没有显示 OK 图标，请勿治疗患者。
必要时单击 Restart Positioning 以重复执行再摆位步骤。

患者预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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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治疗信息

一般信息

您可以从 Treatment Information 选项卡中快速概览 DICOM 治疗计划。

治疗信息选项卡

图 93 

治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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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Varian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下的自动治疗床运动

一般信息

对于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ExacTrac 使用 ADI（辅助设备接口）方案向治疗应用程序发送治疗
床移动请求。

ADI 摆位对话框提供自动摆位程序（见图 94）。必须运行 ExacTrac 才能在直线加速器上使用
ADI 接口为每个患者批准治疗。

注: 对于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ExacTrac 内的 OK 状态的考量因素包括实际患者治疗床角度旋
转偏离原计划角度（DICOM 计划）的情况。
 

ADI 自动摆位模式

模式 用途

AutoPrepositioningMode

对患者进行预摆位：

• 检查计划和等中心选择是否正确。

• 无垂直角度偏差补正。

• 在到达靶区位置后不更新计划。

AutoPositioningMode

末次、首次以及分次内的患者摆位：

• 在通过 X 射线/锥形束 CT 校正患者位置后使用。

• 检查计划和等中心选择是否正确。

• 角度偏差补正（治疗床角度）。

• 可达所有治疗床角度：将患者旋转至计划的 DICOM 角度。

• 在 ExacTrac 确认到达靶区位置后更新计划。

AutoPhantomPositioning‐
Mode

用于体模摆位

• 不检查计划是否正确。

• 垂直旋转使体模按照直线加速器规则 CCW0 旋转至 0°（见第
293 页）。

• 在到达靶区位置后不更新计划。

注: 如果在多次尝试后仍无法开启 ExacTrac 工作站或软件，您可以联系 Varian 支持人员。必须
从直线加速器配置的 ADI 设备列表上移除 Brainlab ExacTrac，即在无 ExacTrac 的情况下，才
能够继续治疗。
 

使用 ADI 摆位对话框

可在以下情况使用 ADI 摆位对话框：

ExacTrac 模式

患者摆位界面（IR Positioning
选项卡）

预摆位：

单击 Restart Positioning。
AutoPrepositioningMode

摆位：

• 进入 IR Positioning 选项卡时
（在完成 X 射线校正、等中心选
择等程序后）自动开始。

• 通过单击 Restart Positioning
手动开始。

AutoPositioningMode

虚拟等中心摆位
预摆位

单击 Start Positioning。
AutoPrepositioningMode

将等中心体模移至等中心位置 单击 Start Positioning。
AutoPhantomPosition‐
ingMode

患者预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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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rac 模式

将 X 射线体模移至 X 射线位置 单击 Start Positioning。
AutoPhantomPosition‐
ingMode

所有三种模式 多通过三次重复治疗床移动请求到达目标位置。在治疗应用程序通知 ExacTrac 已
完成一次治疗床移动后，ExacTrac 便检查是否已移动/旋转到位。如果尚未到位并且尚未达到 大
尝试次数，系统便再次发送治疗床移动请求。

• 成功移动后，ADI 摆位对话框自动关闭。

• 如果不成功，对话框便不会关闭并显示一则警告消息（请参见第 187 页）。

ADI 摆位对话框

③

②
①

图 94 

编号 组件

① 标题显示模式

② 状态消息

③ Interrupt/Close

状态消息

下方状态消息表的中断列指示在错误修复后自动摆位程序是否继续。 

中断？ 意味着

否
在错误修复后（例如针对“No Beam prepared.Prepare Beam.”准备了射束），
自动摆位程序将继续。

是
自动摆位程序已停止。要重启自动摆位，则关闭对话框并再次按 Restart Po‐
sitioning。在这种情况下，按钮 Interrupt 被重命名为 Close。

状态消息 条件 中断

ADI Not Connected
（ADI 未连接）

未建立 ADI 连接。 是

ADI Misconfigura‐
tion（ADI 配置错
误）

由于 TrueBeam 和 ExacTrac 的设置不匹配，所以无法建
立 ExacTrac 与直线加速器之间的 ADI 连接。（例如，
一个设置为校正 6 自由度，另一个设置为仅校正 4 自由
度。）

是

Interrupted（已中
断）

自动摆位程序已中断。（例如，按下了治疗控制台上的
Cancel。）要重启自动摆位，则关闭对话框并再次单击
Restart Positioning。

是

Varian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下的自动治疗床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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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消息 条件 中断

No plan loaded（未
加载计划）

未在 TrueBeam 上加载计划。 是

Wrong plan loaded
（加载了错误计划）

TrueBeam 上加载的计划与 ExacTrac 上加载的患者计划
不一致。

为了进行比较，ExacTrac 检查直线加速器通过 ADI 提供
的 DICOM 计划实例 UID 是否符合来自 ExacTrac 中当前
所加载患者之 DICOM 计划的 DICOM 计划实例 UID（分别
与所提及的各个计划比较）。

是

No Beam prepa‐
red.Prepare Beam
（未准备射束。准备
射束）

TrueBeam 上未准备射野/射束。在 TrueBeam 系统的专用
键盘上按 Prepare 按钮。

否

Unknown beam pre‐
pared（准备了未知射
束）

TrueBeam 上准备的射束对 ExacTrac 的 DICOM 计划为未
知，因此 ExacTrac 无法提供自动摆位。

是

Wrong Isocenter
selected（选择了错
误的等中心）

在 ExacTrac 中选择的等中心与 TrueBeam 上准备的射束
不匹配。

是

Enable Motion to
move Couch（启用移
动以移动治疗床）

向 TrueBeam 发送了治疗床移动。ExacTrac 等待治疗床
移动完成。请参见第 188 页。

否

Beam is already
authorized（射束已
批准）

ExacTrac 已批准 TrueBeam 上准备的射束。

您必须按下 TrueBeam 系统专用键盘上的 Preview 按钮
撤销此准备状态。然后使用 TrueBeam 系统专用键盘上的
Prepare 按钮再次准备射束。

是

IR Position is not
valid（红外位置无
效）

ExacTrac 无法正确追踪患者/工具。 否

Averaging Position
（正在计算平均位
置）

ExacTrac 正在计算平均患者位置，需两秒。 否

Position not rea‐
ched.(Not updated.)
（未完成摆位。（未
更新。））

自动摆位程序失败。部分偏差仍然超过阈值。 是

如何准备数据交换

只有在直线加速器处于模式可用/准备状态时，才能与直线加速器进行数据交换以实现治疗床移动
和计划更新。已备射束的名称显示于 Beam 字段内（见图 90）。要在直线加速器上准备射野：

步骤

在治疗应用程序中选择射野，然后按 TrueBeam 系统专用键盘上的 Prepare 按钮。

患者预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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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 激活治疗床移动

一般信息

向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发送位移后，使用室内控制柄或控制台区域中的专用键盘激活治疗床移
动。

使用 TrueBeam 治疗床控制柄

本部分阐述如何通过 Varian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的治疗床控制柄激活自动治疗床移动。本部分
仅阐述结合 ExacTrac 进行自动治疗床摆位时所需的控件。要进一步了解治疗床控制柄的详细信
息，以及了解其一般安全注意事项，请参见加速器随附的系统文档。

①

图 95 

编号 组件

① 治疗床控制柄

ExacTrac 向 TrueBeam 系统发送位移后，Couch Linear 或 Couch Rotation 的 Motion
Selection 按钮自动亮起。在同时按住控制柄的两个移动启用条条的同时，按一下 Motion
Selection 按钮。

①

①

图 96 

编号 组件

① 移动启用条

到达靶区位置后，Move Couch 按钮熄灭。

警告

务必核实 ExacTrac 通过显示“OK”图标确认了靶区位置。如果没有显示 OK 图标，请勿治疗患
者。需要重复摆位步骤时，再次单击 Restart Positioning 按钮即可。

使用 TrueBeam 控制台

本部分阐述如何从 Varian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的控制台激活自动治疗床移动。本部分仅阐述结
合 ExacTrac 进行自动治疗床摆位时所需的控件。要了解控制台的详细信息，以及了解其一般安全
注意事项，请参见加速器随附的系统文档。

Varian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下的自动治疗床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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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ExacTrac 向 TrueBeam 系统发送位移后，Couch Linear 或 Couch Rotation 的移动选择按钮自动
亮起。按一下移动选择按钮，然后同时按住控制台上的两个移动启用按钮以启用自动治疗床移动。

①

③

②

图 98 

编号 组件

① Couch Linear 按钮

② Couch Rotation 按钮

③ Motion Enable 按钮

注: 根据在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上配置的“容限表”，某些移动必须在治疗室内启用，例如在涉
及治疗床旋转或大幅度校正位移时。
 

患者预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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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X 射线校正
10.1 X 射线影像采集

一般信息

完成患者预摆位后，您可以对患者位置执行基于 X 射线的校正（如果您已获得该功能的许可）。

基于 3 毫米或更薄的 CT 扫描层厚，在摆位刚性体模时 X 射线校正可将所有方向的偏差减至少于
1.5 毫米（典型值 1.0 毫米）。如需了解您的机器可达到的确切的精确度，请参见安装期间完成
的验收协议。当摆位实际患者时，总体摆位偏差可能会更大，例如在治疗非固摆病灶时。

该偏差不包括直线加速器随机架和/或治疗床旋转而产生的等中心偏差导致的递送不确定性。对于
这些值，请参阅您的直线加速器制造商或您自己的 Winston-Lutz 测试提供的附加信息。

注: 在拍摄 X 射线影像之前，请确保射野影像、XVI/OBI 和机架没有遮挡 X 射线束。必须将射野
影像板和 XVI/OBI 板折叠起来。请勿同时执行 X 射线影像和锥形束 CT 影像或 MV 影像操作。
 

如何激活 X 射线校正

步骤

1.

要激活 X 射线校正，在 Proceed with X-ray 状态图标出现时按 IR Positioning 选项卡
中的 X-Ray Correction。

X 射线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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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ExacTrac 会自动根据患者设置配置 X 射线发生器曝光参数。

您可以将 X 射线发生器预置（请参见第 114 页）应用到 X 射线发生器远程系统：

①

• 要应用预置，通过双击可将其复制至发生器设置。

• 两个发生器应用此相同的值。但是，您可以单击链接图标 ① 手动为各个发生器设置不

同的值，此时该图标将变成一个断开的链接。

• 当您按 Apply 或 OK 时，这些值便会传输到发生器并设置为将来 X 射线采集的默认
值。

X 射线影像

图 99 

X 射线管过热

为了防止 X 射线管过热，ExacTrac 应用了一个基于管道特定升温和冷却曲线的机制。如果 X 射
线管变得过热，ExacTrac 不允许再采集任何 X 射线影像。射线管必须冷却数分钟才能再获取 X
射线影像。

X 射线影像采集

192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在以新的治疗位置或治疗床角度执行各个治疗步骤之前，必须先执行 X 射线校正。

警告

执行无框架放射外科手术时，X 射线校正和验证属强制性程序，因为各分次治疗之间的无框架放射
外科摆位阵列位置可能有细微差异，而且可能还与 CT 扫描期间所安装的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
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的位置不同。

警告

在完成红外线摆位后为了确保 佳的精确度，每次在旋转治疗床或调整患者位置后都要执行 X 射
线验证。

警告

ExacTrac 并非诊断系统。X 射线影像不得用作患者诊断的依据。

X 射线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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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身体标记采集

一般信息

如果您使用身体标记作为参照系统，并且这些标记在患者皮肤上的位置与扫描影像提供的信息不一
致，那么系统不会更新患者位置，并显示一则相应的错误消息。

图 100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应采集新的标记排布。如果您使用身体标记作为参照系统，但没有为患者摆义
身体标记，则您还必须采集标记排布，以应用位移并追踪患者位置。对于这种情况，必须先为每次
治疗采集标记排布才能拍摄 X 射线校正影像。

开始之前

在继续之前确保：

步骤

1. 为受治疗患者加载了正确的患者文件（见第 119 页）

2. 患者已被正确地预摆位于等中心处（见第 163 页）

3. 按 Yes 为该患者采集新的红外线标记配置

如何采集新的标记排布

步骤

1.
确保已根据直线加速器等中心正确地对患者进行了预摆位（请参见第 163 页）。

在本程序过程中患者必须保持不动。

2. 按 Next 更新患者位置。然后直接跳转至 X 射线采集（见第 198 页）。

警告

如果患者位置更新失败，确保加载的患者数据与该患者匹配。开始前您必须完全确定加载了正确的
数据。使用错误的数据治疗患者可导致严重的伤害或死亡。

X 射线影像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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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新的标记排布

图 101 

X 射线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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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摆位阵列采集

一般信息

如果您使用 ET 摆位阵列和摆位臂作为参照系统，系统会显示视频直播，您可从中核实阵列是否放
置正确。

Reference Tool 界面

图 102 

如何执行验证

步骤

1.

在 Patient Settings 的 Set Positioning Defaults 中选择 Reference Star/Array

注: 如果参照星形摆位器在 X 射线校正前安装于治疗床上（出现相应的工具图标即表示已
安装），系统则不打开 Reference Tool 界面，而是自动将阵列位置储存起来。
 

2. 验证患者是否已被正确地预摆位于等中心处（见第 163 页）。

X 射线影像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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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在摆位阵列安装于治疗床之前按 X 射线校正时，Reference Tool 界面自动打开。

4.
验证摆位阵列位于靠近治疗区域处。由于 ET 星形摆位器和摆位臂不透射线，请确保该装
置没有阻碍 X 射线采集。

5.

患者和阵列均安置正确后，按 Next 更新标记采集：

• 该程序将花费几秒钟，并通过进度条提示进度。

• 摆位阵列现在便可用于追踪治疗床活动。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由于 ET 摆位阵列和摆位臂以及 ET 星形摆位器和摆位臂只能指示治疗床位置，因此在治疗期间请
确保患者不要活动。为此可通过控制室视频监视器进行检查。

警告

阵列位置一旦确定，请勿再改变摆位阵列相对于患者的位置。否则可能会发生患者摆位错误，导致
不正确的患者治疗。

警告

确保没有将摆位阵列或参照星形摆位器设置为过于接近机架。如果阵列/参照星形与机架发生碰
撞，则患者可能会被放到错误的位置，患者与机架甚至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

X 射线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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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X 射线影像采集

X 射线采集界面

ExacTrac 会自动根据患者设置来设定曝光的设置。您可以同时看到两个发生器获取的影像。

图 103 

注: X 射线采集可能会被禁用。如果准备了未知的射束或千伏 / DOOR 连锁被激活（连锁图标为红
色，见第 180 页），则会发生这种情况。
 

如何采集 X 射线影像

步骤

1.
确保已根据直线加速器等中心正确地对患者进行了预摆位（请参见第 163 页）。

在本程序过程中患者必须保持不动。

2.

检查并验证为两个 X 射线管自动选择的 X 射线能量水平。

确保 X 射线采集期间采用了正确的千伏水平：

• 如果千伏水平过低，在采集的 X 射线影像中可能会看到患者组织。

• 这可导致影像融合错误（请参见第 201 页），因为难以区分头皮等软组织和颅骨等骨骼
结构。

要更改 X 射线，则按左管或右管的 Modify，然后按 Apply 保存更改的设置。

3.
在控制台上按下 X 射线触发按钮直到界面上显示 X 射线影像，从而完成 X 射线影像采
集。

4. 根据需要调整影像对比度（请参见第 215 页）。

5. 按 Next 开始影像融合。

支持的值

mAs mA 支持的曝光时间 [毫秒]（取决
于配置）

0.63 21 30

X 射线影像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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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 mA 支持的曝光时间 [毫秒]（取决
于配置）

0.8 26 30

1 33 30

1.25 41 30

1.6 53 30

2 20 100

2.5 25 100

3.2 32 100

4 40 100

5 50 100

6.3 63 100

8 80 100

10 100 100

12.5 125 100

16 160 100

20 200 100

25 250 100

32 320 100

40 400 100

50 500 100

63 420 150

70.95 473 150

75 500 150

在高压电路中取 140 千伏和 32 mAs 时电功率 大。对于 100 千伏和 0.1 s， 大 mA 为 400。

电压设置可以以 1 千伏的梯度在 40 到 140 千伏之间进行调整。

标称 X 射线电压与 高 X 射线电流各为 120 千伏与 75 毫安秒。 高 X 射线电流与 高 X 射
线管电压各为 75 毫安秒与 120 千伏。标称功率指的是高压发生器能够产生的 高恒定电输出功
率（千瓦），120 千伏的情况下，对应于 大的临床负载时间，标称功率是 65 千瓦。

ExacTrac 符合 IEC 60601-2-68。对于任一负载因子，辐射输出差异在 5% 以内。

安全注意事项

如果使用附属装置，请注意 X 射线射束可能会产生的不良效应。

警告

采集 X 射线时按住曝光按钮不放，直到完成曝光。蜂鸣声提示采集结束。

安全注意事项

安装视频监控或类似设备，保证患者在从治疗室外移动到治疗室期间，视野不被阻挡。

为了便于准确的影像融合，必须根据需要调节影像对比度以提高影像质量。注意正确地平衡对比
度。

X 射线影像采集一旦开始，患者必须在整个过程中保持相同的位置。

X 射线校正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199



警告

每次执行 X 射线采集之前确保治疗室内只有患者。操作员仅应从治疗室外部采集 X 射线曝光。

警告

如果影像采集失败三次（例如无法生成完整的影像），则停止治疗并重新校准系统。如果影像采集
仍然失败，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警告

在执行 X 射线采集之前，还要确保 X 射线管和平板之间的视野没有被机架及其配件或任何其他第
三方设备遮挡。为此可通过控制室视频监视器进行检查。记住要在 X 射线控制台上为每个所需影
像选择正确的 X 射线管。

X 射线影像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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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X 射线影像融合

一般信息

在融合步骤中，您可以将 X 射线影像与原先的 CT 扫描进行对比。

为了校正当前的患者位置，有各种选项可供选择：

融合类型 请参见

骨骼
如果您使用骨骼结构作为参照，可将使用导入的 CT 扫描影像
生成的 DRR 影像与采集的 X 射线影像进行比较。

第 205 页

植入式标记
如果您使用植入式标记作为参照，可将植入式标记定义（见第
150 页）期间在 CT 影像集中标示的植入式标记或支架位置与
所采集 X 射线影像所示的植入式标记当前位置进行比较。

第 212 页

支架
如果您使用支架作为参照，可将植入式标记定义（见第 150
页）期间在 CT 影像集所标示的支架位置与所采集 X 射线影
像所示的支架当前位置进行比较。

第 203 页

您可以通过提供的选项卡在植入物融合、支架融合和骨骼融合之间切换。

您还可以同时比较 X 射线影像、总体 DRR 影像以及仅限于感兴趣体积 (VOI) 的 DRR 影像。

融合和位移检测

① ②

图 104 

编号 组件

① 使用骨骼结构融合

② 基于植入式标记的融合

X 射线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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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影像融合 － 骨骼和支架

骨骼融合

将 CT 影像中摆义的患者骨骼结构位置与 X 射线影像所显示相同结构的位置进行比较。

然后将新旧骨骼位置进行匹配，以正确计算患者位置所需的位移。

影像融合 － 骨骼和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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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融合

将植入式标记定义期间（见第 150 页）CT 影像中定义的支架位置与 X 射线影像中显示的支架位置
进行比较。然后将新旧支架位置进行匹配，以正确计算患者位置所需的位移。您应先执行骨骼融合
再执行支架融合，以获得一个良好的起点。

图 105 

支架融合与骨骼融合以相同的方法开始。每次都要定义支架的感兴趣体积 (VOI)。

当使用支架融合时，务必使用琥珀色/蓝色覆盖滑动条对融合结果进行验证。这样便可以在截断的
DRR 与完整的 DRR 之间验证结果，从而确认良好的融合结果。

X 射线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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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影像视图

影像视图

对于骨骼或支架融合，系统显示了两个视图，包括：

• DRR 影像；

• X 射线影像。

每个病例中都要生成 DRR，其显示的角度要与相应 X 射线影像的相同。这有助于精确的对比，并
防止错将患者旋转解读为平移错误。

影像可被：

• 覆盖（请参见第 205 页）。然后便可配对相似的内部结构以正确计算所需的位移。

• 限制（请参见第 207 页）。

校正位移一旦被应用，患者位置将偏离初始位置（例如无框架放射外科治疗时无框架 SRS CT/血管
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指示的位置）。

请参见第 209 页。

调整视图放大率

选项

要调整放大率，则单击影像区域并使用鼠标滚轮。您可以使用鼠标中键平移影像（回到放大图像
的中心位置）。

如何调整 DRR 和标记设置

之前为该患者定义的 DRR 和植入式标记设置（见第 141 页和第 150 页）可根据需要通过 Patient
Settings 按钮进行调整。

如何批准融合

完成影像融合并以目检方式进行精确度验证后，为了计费等目的，您可以激活 Approve 复选框
（见第 210 页）确认结果。您还可以在以下情况批准融合：

• 审查已完成的患者治疗时（见第 341 页）。

• 使用任何正确配置的远程工作站时（见第 330 页）。

影像融合 － 骨骼和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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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影像覆盖选项

一般信息

可使用各种覆盖功能调节影像显示，以便影像数据比较和融合审查。

然后便可配对相似的内部结构以正确计算所需的位移。

影像示例

① ② ③

图 106 

影像覆盖功能

选项

DRR VOI - X-ray - DRR

滑动以显示：

• DRR 感兴趣体积 (VOI)（当 Use VOI 激活且定义了
VOI 时 [见第 142 页]），或

• X 射线影像，或

• DRR 显示

Add ① Add 用以在 DRR 影像上叠加 X 射线影像。两个影像均显
示为灰度影像。

Amber/Blue ② 将 X 射线影像（显示为蓝色）叠加在 DRR 影像之上（显
示为琥珀色）。

X 射线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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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Spyglass ③

显示 DRR 的一部分画面，更易于与 X 射线影像比较。

• 按住鼠标左键并根据需要进行拖曳即可移动这个检查框
视图。

• 还可通过 Small -> Large 滑动条调节检查框视图大
小。

必须使用影像覆盖功能验证两个影像视图中的融合精确度，特别是当两个影像包含一系列相似的结
构（例如椎骨）时。

警告

除非能获得精确的影像融合，否则不得执行患者治疗。

影像融合 － 骨骼和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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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限制功能

一般信息

您可以限制允许的位移以及去除可导致融合不精确的影像信息（例如下颌），以执行更安全的患者
摆位。

限制功能

图 107 

如何定义 大的位移

使用 Fusion Limit 滑动条定义自动骨骼融合期间匹配 X 射线和 DRR 影像时允许的 大影像位
移。

一般而言，建议采用较高的值以使融合期间的校正位移更灵活。

但是，如果影像包含一系列相似结构（例如椎骨），则建议采用较低的值以防融合结果不正确。

请参见第 414 页。

警告

如果融合限值非常高或非常低，则可能无法完成正确的自动影像融合。

如何为骨骼融合定义感兴趣区域 (ROI)

对于骨骼融合，您可以定义一个感兴趣区域 (ROI) 以将影像数据中的某些特定结构排除在影像融
合之外。

步骤

1. 按 Define ROI。

2.

在随即显示的 Region of Interest (ROI) 对话框中，将鼠标指针置于要排除的结构之
上。

蓝色圆圈指示要圈入的区域。要调整蓝色圆圈的大小，可使用 Min → Max 滑动条。

3.
按鼠标左键圈入要排除的区域。

要清除部分或所有圈入的区域，请按鼠标右键。

4. 现在显示为红色的区域将被排除在自动影像融合之外。

5. 要反过来使用该区域进行自动影像融合并排除所有其他区域，请按 Invert。

6. 要确认您的设置并返回 X-Ray/DRR Fusion 界面，请按 OK。

注: 在执行无框架放射外科手术时（见第 166 页），建议使用感兴趣区域功能来排除头皮和颅骨边
缘，以提高自动融合精确度。
 

X 射线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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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of Interest (ROI) 界面

图 108 

如何取消激活感兴趣区域

选项

要取消激活感兴趣区域显示，在 Fusion & Shift Detection 界面中按 ROI 区域内的 Hide。定
义的感兴趣区域仍然算入影像融合。

要在不应用感兴趣区域的前提下执行影像融合，按 Region of Interest (ROI) 界面内的
Clear。

请参见第 415 页。

注: 每次感兴趣区改变后，将自动对新的感兴趣区进行新的影像融合。
 

不同治疗床角度的感兴趣区 (ROI) 的表现

感兴趣区始终定义在 5°的间隔范围内。各间隔范围定义在 0°-4°、5°-9°等等。对于负的治
疗床角度，间隔的定义方式相同。

这意味着对于新的治疗床角度，需定义一个新的感兴趣区。要将治疗床移回以前使用的角度，将再
次使用之前定义的感兴趣区。

使用感兴趣体积

激活复选框 Use VOI 以显示在患者设置中定义的感兴趣体积（见第 142 页）。对支架融合要始终
定义好其 VOI。

Brainlab 建议先在禁用 VOI 的情况下执行融合，然后再在启用 VOI 的情况下执行融合。在大多
数情况下，从总体融合中可为 VOI 融合找到合适的起始位置。

当使用 VOI 融合时，务必使用琥珀色/蓝色覆盖滑动条对融合结果进行验证。这样便可以在截断的
DRR 与完整的 DRR 之间验证结果，从而有助于避免解剖结构（例如相邻的椎骨）发生任何混淆。

影像融合 － 骨骼和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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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 融合方法

一般信息

您可以采用以下一种或两种方法融合 X 射线影像和 DRR 影像：

融合方法 说明

手动融合

可单独执行，也可作为随后自动融合的准备工作。

手动融合计算垂直、纵向和横向位移。

随后可使用自动融合计算角度旋转。

自动融合
可单独执行，也可在初始手动融合后执行。自动融合计
算垂直、纵向和横向位移，以及角度旋转。

如何执行手动融合

步骤

1. 按 Manual。

2. 使用影像覆盖功能（见第 205 页）提高可视性。

3.

将鼠标指针置于影像视图中。随即显示十字摆位光标。

4.

在左侧和右侧影像视图中，按住鼠标左键并拖曳以调整 DRR 影像位置使之与 X 射线影像
匹配。

在调整一个影像集时，另一影像集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以此确保两个视图相关联。

自动融合

步骤

1. 按 Automatic。

2. 系统调整 DRR 影像位置使之与 X 射线影像匹配。

X 射线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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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验证融合结果

步骤

1.

融合生成的平移位移显示于 Shift 区域。

使用影像覆盖功能（见第 205 页）验证手动融合是否正确。

如果使用了 ExacTrac Robotics 并且计算出的位移超过纵翻和/或侧翻的限值，则会在位
移结果旁边显示 ExacTrac Robotics 可校正的 大值（请参见第 262 页）。

如果使用了 PerfectPitch 并且计算出的位移超过纵翻和/或侧翻的限值，则会在位移结果
旁边显示 PerfectPitch 可校正的 大值。

2. 任何时候要撤销融合，按 Fusion 区域内的 Reset。手动和自动融合随即再次可供选择。

3.

如果满意融合结果，继而执行融合批准。

注: 如果您不使用覆盖滑动条或检查框视图验证融合结果，当您单击 Next 时会出现一则
消息。无论任何情况都要验证融合结果。
 

安全注意事项

必须使用影像覆盖功能验证两个影像视图中的融合精确度，特别是当两个影像包含一系列相似的结
构（例如椎骨）时。

警告

除非能获得精确的影像融合，否则不得执行患者治疗。

警告

自动影像融合结果并不总是正确。由于各种原因，自动影像融合有可能无法生成有效的结果。如不
彻底检查每一个融合结果的正确性，将导致患者死亡或严重受伤。如果不能确认影像融合正确，切
勿开始治疗。

警告

在治疗脊柱部位的标靶时，确保头部和尾部方向的任何椎骨都实现影像配准。仔细检查肋骨或其他
可见的解剖结构，确保它们在 DRR 和 X 射线影像中完全一致。

注: 如果您质疑影像融合的精确度，您可以选择以非共面的治疗床位置验证患者位置。由于治疗床
已旋转，您将获得一个不同的解剖视图，这通常有助排除融合错误。
 

如何批准融合

步骤

1.
如果计算出的位移从临床角度看是可接受的，则激活 Check to approve Fusion 复选框以
作确认。

影像融合 － 骨骼和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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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输入医院网络管理员向您提供的用户名和密码（见第 115 页）。

3.

如果您尚未使用覆盖功能（见第 205 页）等方法正确地验证影像融合就按 Next，系统会显
示一则提示。

按 No 并通过覆盖功能以目检方式验证融合精确度。

4. 按上文所述批准影像融合，然后再按 Next 以继续。

X 射线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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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植入式标记融合

10.4.1 标记摆位与检测

一般信息

为了校正当前的患者位置，将植入式标记定义（见第 150 页）期间在 CT 影像中定义的带标签标记
与 X 射线影像中显示的植入式基准标记进行比较。

然后将新旧标记位置进行匹配，以正确计算出所需的位移。

影像视图 － 植入式标记融合

当 PTV 相对于患者骨骼结构的位置可移动时，建议执行基于标记的影像融合。

在采集的 X 射线影像中，植入式标记位置标示于患者设置中定义的位置（见第 153 页）。然后便
可将带标签标记的位置与 X 射线影像中实际植入式标记的位置进行配对，以正确计算出所需的位
移。

还可通过调节窗位设置增强基于标记的影像融合（见第 212 页）。

标记选项

图 109 

如何执行标记检测

步骤

1.

为了便于自动标记检测，可使用直方图图标调节 X 射线影像的灰度分布。有关窗位设置的
说明见第 215 页。 

2.
按 Automatic Marker Detection 以在正确的位点放置带标签的绿色标记。每次都必须对
检测到的植入式标记位置进行验证。

植入式标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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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如果某个标记在两个 X 射线影像中都没有显示，系统会相应地显示一则消息，提示您要删
除该标记以防影像融合错误。

注: 仅定义了一个植入式标记时无法执行自动标记检测。
 

请参见第 405 页。

对检测到的植入式标记位置的精确度进行验证。

滚动显示可用标记

要滚动显示可用的带标签绿色标记，可使用箭头按钮。

• 当前选择的植入式标记显示为浅绿色并标有标记 ID。

• 其他植入式标记显示为深绿色带圈十字，也标有标记 ID。

必须使用箭头按钮仔细审查可用的标记。要改善视图，可使用缩放图标（见第 204 页）。

如何定义新标记

按 Define Marker 返回植入式标记定义（见第 150 页）。

如何更改标记位置

步骤

1.
要手动更改某个带标签标记的位置，用鼠标指针将其选中，按住鼠标左键将该标记置于 X
射线影像中显示的相应植入式标记之上。

2.
要移动所有带标签标记同时又不改变其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则按 Shift pattern、用鼠
标指针点击视图、按住鼠标左键并将标记拖曳至所需位点。

3.
每个影像中的绿色 X 指示旧位点。

4. 要将标记放回旧位点，按 Reset。

如何删除标记

按 Delete 可从影像数据中删除当前选中的标记。

X 射线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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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植入式标记融合 － 标记检测与融合

如何执行融合

步骤

1. 按第 213 页部分所述自动或手动调整绿色带标签标记的位置。

2.

按 Fuse Marker 计算 CT 扫描影像中标出的标记和 X 射线影像中放置的标记之间生成的
位移。

如果检测到的标记模式与 CT 数据中的标记模式不匹配，或者定义的标记数量少于 3 个，
则采用重心匹配。

3.

生成的位移显示于 Shift 区域。

如果使用了 ExacTrac Robotics 并且计算出的位移超过纵翻和/或侧翻的限值，则会在位
移结果旁边显示 ExacTrac Robotics 可校正的 大值（请参见第 262 页）。

如果使用了 PerfectPitch 并且计算出的位移超过纵翻和/或侧翻的限值，则会在位移结果
旁边显示 PerfectPitch 可校正的 大值。

4. 验证融合是否正确。任何时候要撤销融合，按 Fusion 区域内的 Reset Fusion 即可。

5. 如果至少定义了三个标记，系统还会计算相应的旋转位移。

6.
如果取消激活一般设置的 Tilt Module 选项卡中的复选框 Implanted Marker Fusion（见
第 111 页），那么无论使用了多少个植入式标记，植入式标记融合都只计算平移位移。

融合批准

确认影像融合（请参见第 210 页）。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验证植入式标记在两个影像集中正确匹配。如果使用了重心匹配，匹配可能不正确，因为每种情况
下的标记模式无需一致。重心校正仅包括平移位移；不作旋转评估。

警告

大幅度的校正位移（例如超过 10 毫米）可能提示自动融合不正确。对此应再次验证校正位移。

植入式标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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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窗位设置和对比度增强

一般信息

多个 ExacTrac 界面和对话框均提供有窗位设置和影像对比度增强功能。虽然提供的功能可能不
同，但所有情况下的一般原理相同。

CT 窗位设置

在某些向导界面中（例如第 150 页），显示的影像视图包含一个直方图，可用以调节 CT 扫描数据
的灰度分布。

步骤

1.

将鼠标指针置于待调节影像视图中的红蓝直方图之上。

2.

调节影像对比度的方法有三种：

• 按住鼠标左键并移动鼠标指针，或

• 按住滚动按钮并移动鼠标指针，或

• 双击图形以重置窗位设置，使之包含完整的强度范围。

蓝色图形线的位置随摆义的灰度而变化。

如此，所有三个影像视图解剖结构的可见性和对比度便得以提高，使用户更容易找出重要特征。

X 射线窗位设置直方图

采集到 X 射线影像时，系统会自动显示以下直方图信息：

组件 功能

影像视图左侧显示黄色直方图：

• 这指示所采集 X 射线影像的初始灰度分布以及影像采集所用 X 射
线束的强度。

• 水平靠近直方图左侧指示射束能量过低（曝光不足），因此影像过
暗而不能显示足够的信息来支持精确的患者摆位。

• 水平靠近直方图右侧指示射束能量过高（过度曝光），因此影像过
亮而不能显示所需的信息。

影像视图右侧显示红色直方图：

• 这显示在系统自动应用对比度受限自适应直方图均衡化 (CLAHE)
后，影像的当前灰度分布。

• 此直方图可根据需要用以进一步调节 X 射线影像的灰度分布（见第
216 页）。

调节 X 射线对比度

要增强显示，可通过滑动条调节所采集影像的对比度。

图 110 

• 在大多数情况下，将滑块设置在滑动条中间可取得 佳的效果。

X 射线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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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块置于 右侧时对比度 高。

• 滑块置于 左侧时不应用任何对比度增强。

X 射线窗位设置 － 灰度调节

步骤

1. 需要时，按软件内提供的启用按钮以激活窗位设置功能。

2. 将鼠标指针置于待调节影像视图右侧的红色直方图之上。

3.

调节影像显示：

• 按住鼠标左键并移动鼠标指针，或

• 按住滚动按钮并移动鼠标指针，或

• 使用鼠标右键选择要增强的感兴趣区域。

图形线的位置随摆义的灰度而变化。

窗位设置和对比度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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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锥形束 CT 校正
11.1 锥形束 CT 工作流程

11.1.1 仅锥形束工作流程（不包括 X 射线）

超过 30°的治疗床移动

对于治疗床角度大于 30°的治疗床移动，ExacTrac 起到监控系统的作用：

• 自动摆位将不再可用。

• 所有红外偏离条（除垂直旋转外）都被禁用。显示垂直旋转，以使用户可以导航至下一个治疗床
角度，包括锥形束融合的可能垂直校正。

治疗床角度小于 30 度的移动：

图 111 

治疗床角度大于 30 度的移动：

锥形束 CT 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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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您必须使用外部 IGRT 程序验证应用于治疗床的校正。进行 CBCT-CT 融合后，系统会显示进行该
操作的相关提醒。

图 113 

警告

使用不配有 X 射线但具有锥形束许可的 ExacTrac 时（仅锥形束工作流程），强烈建议使用外部
IGRT 程序来验证应用于治疗床的校正。

锥形束 CT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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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含 X 射线的 CBCT 工作流程示例

Ensure that on both systems the same 
patient is loaded if ADI is not available.Load Plan/Patient Open Patient

Select IsocenterWhen  the plan consists of only one 
isocenter, this step is skipped

Cone-Beam-CT Setup screen opens
automatically

Start CBCT 
acquisition

The Position has to be stored
immediatly after CBCT acquisition

starts (within 30 seconds).

Press „Cone Beam 
Correction“

CBCT Data successfully retrieved.

Fusion has to be verified.

Patient position is monitored by IR 
system. Deviation values are shown up
to a couch rotation of 30°. For higher
couch rotations values ar not shown

anymore, only the status.

Press „MV Ready“

Press „Beam On“ After  treatment for this Beam is 
completed, the next Beam is Prepared.

ExacTrac authorizes 
Automatically.

Press „Store 
Position and Start 

Import“

TrueBeam only:  
Press Save Match

Structure will be only available after 
saving match.

Define Volume of
Interest

Perform Fusion

Perform and Finish 
Correction

Robotics Dialog automatically comes 
up. When Robotics is not enabled, this 

step is skipped

Perform Robotics
Tilt Compensation

Perform Pre-
Positioning

Patient position is monitored and
status is shown corresponding to the

defined IR monitoring thresholds.

Warning:
After applying the correction shift, 

please use an external IGRT procedure
for 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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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锥形束和 X 射线合并工作流程

一般信息

• 关于您应开始哪项校正（X 射线或 CBCT），系统没有预定义任何顺序。CBCT 不可用于进行验
证，但您可以使用 X 射线进行验证。

• 无论您在 Force Verification after initial X-ray Correction 选项中选择了何种患者设
置，也无论之前进行了何种 X 射线验证，系统始终要求在锥形束校正后进行 X 射线验证，然后
才会显示 OK 状态。

• 使用 X 射线验证锥形束校正时，请始终记住位置是基于骨骼解剖验证的，可能不会反映基于软
组织的 CBCT 融合。但在此情况下，X 射线验证仍将作为对 CBCT 校正所应用的位移进行的可靠
性检查。忽略 X 射线检测到的验证位移仍会在摆位界面中显示 OK 状态。您还可以在特定患者
的患者设置中增加 X 射线融合阈值。

CBCT 成像时，请勿采集 ExacTrac X 射线。这样可能会对 CBCT 影像质量造成不良影响。

锥形束 CT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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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X 射线的 CBCT 工作流程示例

Ensure that on both systems the same 
patient is loaded if ADI is not available.Load Plan/Patient Open Patient

Select IsocenterWhen  the plan consists of only one 
isocenter, this step is skipped

Cone-Beam-CT Setup screen opens
automatically

Start CBCT 
acquisition

The Position has to be stored
immediatly after CBCT acquisition

starts (within 30 seconds).

Press „Cone Beam 
Correction“

CBCT Data successfully retrieved. 

Fusion has to be verified.

Press „X-Ray 
Verification“

ExacTrac Shows Status 
“Proceed with Verification”. This step 

is required after CBCT acquisition.

Perform and Finish 
Correction

Robotics Dialog automatically comes 
up. When Robotics is not enabled, this 

step is skipped

Perform Robotics
Tilt CompensationPress „MV Ready“

Press „Beam On“ After  treatment for this Beam is 
completed, the next Beam is Prepared.

ExacTrac authorizes 
Automatically.

Press „Store 
Position and Start 

Import“

TrueBeam only:  
Press Save Match

Structure will be only available after 
saving match.   

Define Volume of
Interest

Perform Fusion

Perform and Finish 
Correction

Robotics Dialog automatically comes 
up. When Robotics is not enabled, this 

step is skipped

Perform Robotics
Tilt Compensation

Perform Pre-
Positioning

Patient position is monitored and
status is shown corresponding to the

defined IR monitoring thres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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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ure patient is in correct position

Information field shows: „Waiting for
CBCT…“

图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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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锥形束 CT 导入

一般信息

预摆位患者后，您可以对患者位置进行锥形束 CT (CBCT) 校正（如果您已获得此功能的许可）。

系统允许对每个等中心进行一次 CBCT 校正。

为 CBCT 做好准备

图 116 

要激活该功能，按 IR Positioning 选项卡中的 Cone Beam Correction。

锥形束 CT 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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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导入锥形束 CT

步骤

1.

进入 CBCT 工作流程后，ExacTrac 会检查与 R&V 的连接。成功进行连接测试后，该工作
流程即可继续。

2.

患者位于 CBCT 采集的 终位置后，单击 Store Position and Start Import 开始导入并
保存患者的采集影像。保存位置时患者必须处于 CBCT 采集的 终位置，因为将相对于该
位置应用校正位移。

在机载影像系统 (OBI) 上开始 CBCT 采集后，立即（30 秒内）保存患者采集位置。这可
以确保 ExacTrac 保存正确的红外位置。

导入期间，ExacTrac 在页面的左上角显示一个实时视频，显示患者在治疗床上的情况。

锥形束 CT 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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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开始导入并保存位置后，系统将监控患者的位置。开始导入后，对话框将显示 Waiting
for CBCT...。

位置指示器显示在界面右侧，显示与保存的采集位置之间的偏差。这有助于追踪导入期间
患者或治疗床的任何移动。超过预定义的平移和旋转阈值后，系统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

有关例外情况，请参见第 224 页。

4.

成功导入后，显示该界面：

成功导入后，Next 按钮将会启用，您即可进入 VOI Definition。

注: 导入后，ExacTrac 不会从导入来源的系统中删除锥形束 CT 的数据。数据仍可在来源
环境中使用。
 

可能的例外情况和错误

导入 CBCT 数据集期间，可能会出现难以连接 R&V 系统以及出现更多连接错误的情况。如果一切
按预期工作，工作流程将按照上述 4 个步骤进行显示。尽管如此，但如果导入期间发生故障，用
户有机会重新尝试将 CBCT 数据导入 ExacTrac，无需再次开始该工作流程或重新采集。

患者应如同在通常工作流程中一样保留在采集位置。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患者必须保持在治疗床面上的同一位置。

OBI 成像偏移

使用 ExacTrac 进行预先摆位后，在某些情况下，OBI 需要在开始锥形束 CT 采集前将治疗床置
中，以免发生任何碰撞。

在此情况下，建议的工作流程与不进行治疗床置中的工作流程略有不同：

步骤

ExacTrac Varian 治疗控制台

锥形束 CT 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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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照常进行患者预先摆位。

2.
按下 Cone Beam Correction 进入锥形束 CT
设置页面。

3. 执行治疗床置中。

4. 开始锥形束 CT 采集。

5. 按下 Store Position and Start Import。

6. 将 CBCT 存储在治疗控制台上。

7. 按下 Restore Couch。

8. 定义锥形束 CT VOI。

9. 执行锥形束 CT / CT 融合。

执行步骤 7 后，偏差条将显示导入期间的偏移（如图 117 所示）。

该影像显示了导入期间 69.19 毫米的横向偏移。这是因为体模的等中心位于侧面，因此，进行预
摆位时，治疗床会偏离中心 ~7 厘米。大多数情况下，OBI 会先将治疗床居中然后进行 CBCT 采
集，从而避免任何碰撞。采集后，OBI 将治疗床移回先前的位置，从而产生偏离条中的偏差。 

图 117 

ExacTrac 检测是否存在 OBI 成像偏移，取消有关患者位置改变的警告，但提供一条警告（见下
图），提醒您存在成像偏移并要求您确认保存了该偏移位置而不是预摆位的位置。否则，摆位可能
会偏移 69.19 毫米。

锥形束 CT 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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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8 

由于这些原因，Brainlab 强烈建议按照如下方式操作：首先在 OBI 上开始采集 CBCT，之后立即
（在 30 秒内）单击 Store Position and Start Import。

如果在保存采集位置时出现任何错误，请取消向导并重新进入。

对于 Novalis Tx 用户：

采集后，您必须按 OBI 上的 Accept 和 Export Scan。这将使采集位置导出至 ARIA，并且从
ExacTrac 导入时需要按这些按钮。

对于 TrueBeam 用户：

采集后，您必须按 OBI 上的 Save Match。按 Save Match 可为采集的 CBCT 创建 RT Structure
Set 文件（从 ExacTrac 导入时需要按此按钮）。

锥形束 CT 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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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定义锥形束 CT VOI

一般信息

您可以将影像融合限制在包括 PTV 和附近结构的锥形束 CT 扫描的感兴趣体积 (VOI) 中，从而改
善影像融合。

锥形束 CT VOI 定义

编号 组件 功能/用途

① Cone-Beam-CT Content
Time

显示采集 CBCT 的时间（与在 OBI 上的时间相同）

② Crosshair 允许您浏览 CBCT 体积

③ Show Reference Set 叠加计划 CT

如何定义 VOI

步骤

1.
每个影像视图中显示有一个蓝色框。使用鼠标单击每个框的边缘并拖动，使其包含您感兴
趣的解剖结构部位。

2. 如果满意，单击 Next。

锥形束 CT 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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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锥形束 CT/CT 融合

一般信息

必须提供预摆位患者的锥形束 CT 数据集。在此数据集中，直线加速器的等中心位置已知。为了对
准患者位置，必须计算锥形束 CT 数据集与 CT 计划数据的配准。通过使用 6DOF 配准算法可以计
算患者在治疗床上的位置以及方位。

此算法与 X 射线和 DRR 的配准算法非常相似。再次，将采用基于影像的方法，该方法使用锥形束
CT 和 CT 数据集中的体素。不过在此情况下将使用互信息，而不是使用基于数据集边缘的相似度
测量。该相似度测量很常用且非常稳定。此外，由于采用多分辨率方法，配准算法也非常快速。针
对 CT - 锥形束 CT 配准，自动 3DOF 预融合不可用。如果 CT 与 CBCT 数据集间的偏差超出指定
限制，且自动 6DOF 影像融合失败，则必须按第 232 页所述执行手动预融合。

融合和位移检测

① ②

图 119 

编号 组件

① 影像融合视图（轴向）

② 检查框视图

锥形束 CT/CT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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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影像视图

影像视图

显示包含要融合的 CT 影像和 CBCT 影像的四个视图。

每个 CT 切层的显示角度与相应的 CBCT 切层重建的角度相同。这有助于精确的对比，并防止错将
患者旋转解读为平移错误。

定义的感兴趣体积以蓝色正方形表示。影像将被覆盖（请参见第 230 页）。然后便可配对相似的
内部结构以正确计算所需的位移。

调整影像显示

选项

要调整每个视图的放大倍
数，

使用缩放按钮。

要将当前视图放大至全屏， 使用全屏按钮。

要浏览 CBCT 体积， 激活 Use Crosshair。

要显示在导入的 CT 影像中
描绘的对象轮廓，

激活 Show Contours。

通过选择 Show Labels，也可显示每个轮廓对象的额外标
签。

调整窗位设置

使用窗位设置功能提高影像质量。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导致融合精确度低。

选项

要激活窗位设置直方图， 使用窗位设置按钮（请参见第 215 页）。

要在融合期间考虑窗位设置功能，激活 Use Windowing for Automatic Fusion。在其他情况下，
该功能仅用于改善影像的查看效果。

如何批准融合

完成影像融合并以目检方式进行精确度验证后，为了计费等目的，您可以激活 Approve 复选框
（见第 235 页）确认结果。

锥形束 CT 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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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影像覆盖选项

一般信息

可使用各种覆盖功能调节影像显示，从而简化影像数据比较和融合审查（请参见第 230 页）。

然后将新旧骨骼位置进行匹配，以正确计算出所需的位移。

影像示例

① ② ③

图 120 

覆盖选项

图 121 

影像覆盖功能

选项

ConeBeam - CT

通过调整显示，可显示更多或更少：

• 锥形束 CT，或

• CT 影像

Add ① 将锥形束 CT 影像叠加到 CT 影像上。两个影像均显示为
灰度影像。

Amber/Blue ② 将锥形束 CT 影像（以蓝色显示）叠加到 CT 影像（以琥
珀色显示）上。

锥形束 CT/CT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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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Spyglass ③

显示一部分 CBCT 影像，以便于与影像视图右上角的 CT
影像比较。

• 按住鼠标左键并根据需要进行拖曳即可移动这个检查框
视图。

• 也可以按住鼠标左键并使用鼠标指针拖动检查框框边缘
来调整检查框的大小。

安全注意事项

必须使用影像覆盖功能验证两个影像视图中的融合精确度，特别是当两个影像包含一系列相似的结
构（例如椎骨）时。

警告

除非能获得精确的影像融合，否则不得执行患者治疗。

锥形束 CT 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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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 手动融合

一般信息

将当前 CBCT 扫描影像与原始 CT 扫描影像融合时，ExacTrac 计算 ExacTrac 坐标系中的位移。

手动影像融合可单独进行，也可作为随后自动融合的准备工作。

如何执行手动融合

步骤

1. 按 Fusion 区域中的 Manual。

2. 使用影像覆盖功能（见第 230 页）提高可视性。

3.

如果您将鼠标指针置于视图的中心，使用显示的手形图标 ① 可根据需要拖动影像。

①

如果您将鼠标指针置于视图边缘（中心），指针显示为箭头 ②。每次单击鼠标左键，可对

融合进行微移。箭头的方向指示位移方向。每次单击鼠标应用的水平位移量取决于当前的
缩放比例。缩放比例越大，位移越小。

②

如果您将鼠标指针置于视图的角落，指针显示为弯箭头 ③。每次单击鼠标左键，可对融合

进行小幅度旋转。箭头指示所选视图中的旋转方向。

③

4. 在调整一个影像集时，另一影像集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以此确保两个视图相关联。

锥形束 CT/CT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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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融合生成的平移位移显示于 Shift 区域。

任何时候要撤销融合，按 Fusion 区域内的 Reset。手动和自动融合随即再次可供选择。

使用 Display Shift including Offset 可显示融合结果（包含或排除任何现有的 OBI 成
像偏移）。

如果使用了 ExacTrac Robotics 并且计算出的位移超过纵翻和/或侧翻的限值，则会在位
移结果旁边显示 ExacTrac Robotics 可校正的 大值（请参见第 262 页）。

如果使用了 PerfectPitch 并且计算出的位移超过纵翻和/或侧翻的限值，则会在位移结果
旁边显示 PerfectPitch 可校正的 大值。

6. 使用影像覆盖功能（见第 230 页）验证手动融合是否正确。

7.
如果计算出的位移从临床角度看是可接受的，您可以激活 Check to approve fusion 来批
准融合（请参见第 235 页）。

8. 按 Next 将校正位移应用于治疗床。

安全注意事项

必须使用影像覆盖功能验证两个影像视图中的融合精确度，特别是当两个影像包含一系列相似的结
构（例如椎骨）时。

警告

除非能获得精确的影像融合，否则不得执行患者治疗。

警告

自动影像融合结果并不总是正确。由于各种原因，自动影像融合有可能无法生成有效的结果。如不
彻底检查每一个融合结果的正确性，将导致患者死亡或严重受伤。如果不能确认影像融合正确，切
勿开始治疗。

警告

大幅度的校正位移（例如超过 10 毫米）可能提示自动融合不正确。在此情况下，应再次验证融合
结果。

警告

大幅度的校正位移（如大于 20 毫米）可能提示导入期间出现了错误。在此情况下，检查所得到的
校正位移的可靠性。

警告

在治疗脊柱部位的标靶时，确保头部和尾部方向的任何椎骨都实现影像配准。仔细检查肋骨或其他
可见解剖，确保其在锥形束 CT 和 CT 中的体积相等。

注: 如果您质疑影像融合的精确度，您可以选择以非共面的治疗床位置验证患者位置。由于治疗床
已旋转，您将获得一个不同的解剖视图，这通常有助排除融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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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 自动融合

一般信息

将当前 CBCT 扫描影像与原始 CT 扫描影像融合时，ExacTrac 计算 ExacTrac 坐标系中的位移。

手动影像融合可作为随后自动融合的准备工作。

如需要，可为融合定义特定的感兴趣体积（请参见第 227 页）。

如何进行自动融合

步骤

1. 按 Fusion 区域中的 Automatic。

2. 系统现在自动调整 CT 切层的位置，以便与 CBCT 切层重建匹配。

3.

融合生成的平移位移显示于 Shift 区域。

任何时候要撤销融合，按 Fusion 区域内的 Reset。手动和自动融合随即再次可供选择。

使用 Display Shift including Offset 可显示融合结果（包含或排除任何现有的 OBI 成
像偏移）。

如果使用了 ExacTrac Robotics 并且计算出的位移超过纵翻和/或侧翻的限值，则会在位
移结果旁边显示 ExacTrac Robotics 可校正的 大值（请参见第 262 页）。

如果使用了 PerfectPitch 并且计算出的位移超过纵翻和/或侧翻的限值，则会在位移结果
旁边显示 PerfectPitch 可校正的 大值。

4. 使用影像覆盖功能（见第 230 页）验证手动融合是否正确。

5.
如果计算出的位移从临床角度看是可接受的，您可以激活 Check to approve fusion 来批
准融合（请参见第 235 页）。

6. 按 Next 将校正位移应用于治疗床。

锥形束 CT/CT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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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 融合批准

如何批准融合

步骤

1.
如果计算出的位移从临床角度看是可接受的，则激活 Check to approve Fusion 复选框以
作确认。

2.

输入医院网络管理员向您提供的用户名和密码（见第 115 页）。

3.

如果您尚未使用覆盖功能（见第 230 页）等方法正确地验证影像融合就按 Next，系统会显
示一则提示。

按 No 并通过覆盖功能以目检方式验证融合精确度。

4. 按上文所述批准影像融合，然后再按 Next 以继续（见第 235 页）。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大幅度的校正位移（例如超过 10 毫米）可能提示自动融合不正确。对此应再次验证校正位移。

锥形束 CT 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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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应用校正位移
12.1 校正位移简介

一般信息

使用 X 射线或锥形束 CT 进行校正/验证后，Shift 结果显示在 IR Positioning 选项卡中标记视
图的右下角。ExacTrac 也会指示是否已经应用位移。应用位移时，根据从校正/验证中检测到的位
移来更新使用 IR 计算的患者位置。

待摆位移可在 IR Positioning 选项卡中补偿。

注: 位置指示器中显示的数据可能与 Shift 结果中显示的数值稍有不同。这是因为所使用的直线
加速器规则（请参见第 293 页）可能不同，具体取决于您的安装。
 

注: 如果使用 ExacTrac Robotics，由于直线加速器不了解 Robotics 及其治疗床倾斜情况，
Varian 直线加速器和 ExacTrac 上的值可能会略有不同。
 

IR Positioning 选项卡（位移待摆）

①

图 122 

应用校正位移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237



编号 组件

①
位移结果

注: 垂直角度偏差相对于计划的治疗床角度或（对于初始 X 射线校正）被计算为 0°。
 

注: 可能必须手动调整治疗床角度。Brainlab 建议调整治疗床角度，直到 ExacTrac 的治疗床角
度显示为计划的治疗床角度。如果在 ExacTrac 中选择了正确的射束，治疗床角度的位移指示器显
示 OK。
 

注: 确保机架没有阻挡红外标记，否则 ExacTrac 可能无法执行自动摆位。如有必要，将机架旋
开。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大幅度的校正位移（例如超过 10 毫米）可能提示自动融合不正确。对此应再次验证校正位移。

警告

大幅度的校正位移（如大于 20 毫米）可能提示导入期间出现了错误。在此情况下，检查所得到的
校正位移的可靠性。

警告

必须始终根据 ExacTrac 显示的治疗床角度（而非根据直线加速器显示的治疗床角度）进行治疗床
移动。

警告

您必须始终选择当前的射野/射束来指示 ExacTrac 当前射野所采用的治疗床角度（请参见图
90）。如此，当治疗床正确移至计划的角度时，ExacTrac 便马上在治疗床角度偏离条中显示 OK。

如果在十秒内尚未连接红外摄像头，系统会显示一则警告。在这种情况下请勿治疗患者。

警告

在治疗床自动摆位期间，操作员必须获得一个清晰的患者视图。Brainlab 建议操作人员在治疗室
内执行此步骤，或通过额外的视频监督程序获取无障碍的患者视图。

警告

位置和角度指示器按照 IEC 61217 显示患者坐标体系值。一旦治疗床旋转至偏离默认位置，患者
坐标体系显示的值将不同于直线加速器坐标体系显示的值。

警告

如果 X 射线校正程序检测到患者未对准治疗床旋转轴，确保根据 ExacTrac 治疗床角度显示调整
采用非 0°计划治疗床角度的治疗射野的连续治疗床角度。因此，操作员应根据 ExacTrac 治疗床
角度显示调整治疗床角度。例如：

• 治疗床位于 0°

• ExacTrac 检测到患者的角度摆位误差为 +2°

• ExacTrac 将患者移动到 0°-> 治疗床显示 -2°

• 计划角度为 30°的治疗射野：用户应根据 ExacTrac 治疗床角度显示将治疗床调整至 30°->
治疗床显示 28°

警告

在兆伏或千伏射束照射期间，不要按 ExacTrac 控制台或 ExacTrac 控制手柄上的移动启用按钮来
移动患者。

校正位移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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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步骤

步骤

1.
如果需要较大的校正位移，您必须按照界面右上角的 Proceed with Verification 图标的
指示执行 X 射线验证（请参见第 245 页）。

2. 否则，会显示 OK 图标，您现在可以直接开始患者治疗。

3. 治疗期间，您可以执行 X 射线验证（请参见第 245 页），从而确保持续的摆位精确性。

警告

只有在显示 OK 图标时才可以进行治疗。

安全注意事项

出于安全原因，ExacTrac 不能在直线加速器控制台上将患者支撑角度更新 5°以上。

注: 系统将交叉检查移动量，这与远程治疗床移动的红外摄像头信号无关。如果标靶位移与预计位
移间的差异超出 2 倍或绝对值 10 厘米，则治疗床会立即停止移动。
 

注: 对于 Robotics 2，将在远程启用时根据定义的阈值来限制垂直方向的运动范围。此值可以调
整，在默认情况下设置为 5 厘米（在包括无框架延伸装置在内的成像治疗床面 末端测量）。
 

注: 大允许远程治疗床移动（从控制台开始）定义为 50 毫米（默认值）。
 

应用校正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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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针对 Varian 直线加速器应用位移

如何应用校正位移

步骤

1.

确保界面右上角显示 Press Enable Button 或 Low Accuracy。

注: 对于 Robotics 2.0：显示的按钮仅表示，即使没有 ExacTrac 控制台但有第二个
ExacTrac 控制手柄，仍可以从控制室启用移动。
 

2.

调整治疗床：

• 对于 Varian Exact/ETR 治疗床，按控制室内的 ExacTrac 控制台或 Brainlab 控制柄
上的启用按钮（如果允许从治疗室外启用移动），或者按治疗床控制柄上的启用按钮可
以启用自动治疗床移动（请参见第 70 页）。

• 对于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请参见第 185 页。

• 如果治疗床角度未自动对准，根据位移指示器提供的信息手动移动治疗床（请参见第
178 页）。

3.
如果您的系统配备有自动治疗床摆位模块和 ExacTrac Robotics，先应用旋转位移，再应
用水平位移（请参见第 260 页）。

4.

调整治疗床后，在 Marker View 选项卡中核实以下各项：

• 指示治疗等中心的橙色十字线位于蓝色直线加速器十字线的中心。

• 影像数据中定义的身体标记位置（蓝色十字线）与附着于患者身上的身体标记位置（红
球体）一致。

注: 如果发生皮肤位移，尽管患者位于等中心，附着在患者身上的身体标记位置也可能会
轻微偏离影像数据中的身体标记位置。
 

5.

确认 OK 或 Proceed with Verification 显示在界面右上角。以下情况会显示这两个图
标：

治疗等中心和直线加速器等中心之间的偏差少于所选参照系统的精确度阈值（见第 179
页）。

精确度已维持至少五秒。

Robotics

如果您的系统配置了 ExacTrac Robotics，可根据第 260 页下的说明校正倾斜角（平移和旋转偏
差）。

针对 Varian 直线加速器应用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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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Varian Exact/ETR 治疗床的治疗床移动可靠性检查

激活 Varian Exact/ETR 治疗床的遥控治疗床移动功能时，ExacTrac 会进行可靠性检查，从而验
证红外追踪系统看到的治疗床移动是否与估计的治疗床移动一致。这是根据开始摆位程序之后发送
给治疗床的移动命令进行计算的。如果红外追踪系统报告的治疗床移动明显小于估计的移动，
ExacTrac 会停止自动摆位程序并显示一个 Failed 图标：

图 123 

您可以单击 Restart Positioning 重新开始自动摆位程序。如果在摆位期间您的系统多次进入该
错误状态，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调整您的系统设置。

应用校正位移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241



12.3 针对 Elekta 直线加速器的校正位移

一般信息

X 射线校正位移计算出来后会显示并直接传输到您的 Elekta 系统。

注: 有关使用 iGUIDE 参照框架的信息，请参见第 174 页。
 

注: 必须始终在 0°治疗床角度处执行校正，即使治疗计划没有包含 0°治疗床角度的治疗射野。
随后，必须将治疗床旋转至计划的治疗床角度。
 

注: 在 ExacTrac 患者设置中的摆位容差必须小于 iGUIDE 中的摆位容差。
 

如何应用校正位移

步骤

1.

ExacTrac 计算并显示位移，并自动将位移传输到 MOSAIQ (3D) 或 iGUIDE (6D)：

不得手动将 ExacTrac 中显示的 6D 位移输入 iGUIDE。如果 ExacTrac 和 iGUIDE 连接失
败，则重新建立连接并再次发送位移。

2.

调整治疗床：

• 如果您正在使用 iGUIDE HexaPOD RT Evo 系统，请参照 iGUIDE 视图来执行位移。如果
平移位移太大而不能通过 HexaPOD 补正，iGUIDE 便将部分平移位移传输到 TCS。之
后，剩余的平移位移和旋转偏差由 HexaPOD 补正。

注: 如果治疗床角度偏差超过 2.9°，ExacTrac 发送 0°。必须根据 ExacTrac 显示的
位移指示器手动补正治疗床角度。在进行可能的验证之前，必须根据 ExacTrac 位移指
示器手动调整非共面射束的治疗床角度。
 

• 如果纵翻或侧翻角度超过 HexaPOD RT Evo 系统的限值，则重新调整患者并重新执行 X
射线成像。

• 如果您仅使用 MOSAIQ 系统，请参照 MOSAIQ 视图来通过 CMA (Couch Move Assistant)
执行位移。

注: 必须根据 ExacTrac 显示的位移指示器手动补正治疗床角度（计算出的偏差或用于
非共面射束）。
 

针对 Elekta 直线加速器的校正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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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调整治疗床后，在 Marker View 选项卡中核实以下各项：

• 指示治疗等中心的橙色十字线位于蓝色直线加速器十字线的中心。

• 影像数据中定义的身体标记位置（蓝色十字线）与附着于患者身上的身体标记位置（红
球体）一致。

注: 如果发生皮肤位移，尽管患者位于等中心，附着在患者身上的身体标记位置也可能会
轻微偏离影像数据中的身体标记位置。
 

4.

确认 OK 或 Proceed with Verification 显示在界面右上角。以下情况会显示这两个图
标：

治疗等中心和直线加速器等中心之间的偏差少于所选参照系统的精确度阈值（见第 179
页）。

精确度已维持至少五秒。

应用校正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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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Elekta 直线加速器的校正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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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X 射线验证
13.1 标准 X 射线验证

一般信息

完成 X 射线校正后，您在治疗期间可以随时执行标准 X 射线验证，以确保摆位精确度保持不变。
当治疗床经过旋转以进行非共面射束照射时，也可执行 X 射线验证。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如果患者身体移动或者调整了治疗床角度或治疗床旋转，那么在治疗期间必须执行 X 射线验证。

警告

ExacTrac 显示所有可执行 X 射线验证且 X 射线源没有被机架遮挡的位置。

警告

执行无框架放射外科手术时，X 射线验证属强制性程序，因为各分次治疗之间的无框架放射外科摆
位阵列位置可能有细微差异，而且可能还与 CT 扫描期间所安装的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
和目标定位器的位置不同。

警告

Brainlab 强烈建议每次在改变治疗床位置之后执行 X 射线验证。

X 射线验证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245



标准 X 射线验证

图 124 

验证融合结果

①

图 125 

计算出相对于计划治疗床角度的 Vertical Angle（治疗床角度）偏差 ①。

标准 X 射线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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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码 融合结果

深蓝色 值在容差范围内。

红色
值超过 X 射线验证的特定限值（见第 132
页）。

淡蓝色
在位移结果旁边显示 ExacTrac Robotics 可以
补正的值（见第 262 页）。

橙色
在 Perform IR to X-ray Consistency Check
处于激活状态时，X 射线融合值处于容差范围内
但 IR 检测到偏差（见第 138 页）。

如何执行 X 射线验证

步骤

1. 确保在直线加速器和 ExacTrac 上选择的射束正确。

2. 按照显示的 ExacTrac 治疗床角度将治疗床移动到计划的治疗床角度。

3. 按 X-ray Verification。

4.
检查并验证为两个 X 射线管自动选择的 X 射线能量水平。

要更改 X 射线，则按左管或右管的 Modify，然后按 Apply 保存更改的设置。

5. 在控制台上按下 X 射线触发器直到界面上显示 X 射线影像，从而完成 X 射线影像采集。

6. 根据需要调整影像对比度和窗位设置（请参见第 215 页）。

7.

按 Next 继续影像融合（请参见第 201 页）。

• 在 X 射线验证期间，骨骼融合的融合限值自动限制为 5 毫米。

• 所设融合限值不适用于植入式标记融合。

执行影像融合。

8.

如果位移超过指定的 X 射线验证限值（请参见第 137 页），相应的值便显示为红色，并在
proceed with calculated shift 区域显示以下其他选项：

• 如果选择 Ignore Shift，您将跳转至摆位界面而不作出任何更改。计算出的位移将显示
于摆位界面上，被标记为已忽略。

• 如果您选择 Apply Shift，该位移将被应用并显示于摆位界面上，被标记为已应用。按
照从第 237 页 开始的校正位移应用说明继续操作。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在执行 X 射线采集之前，还要确保 X 射线管和平板之间的视野没有被机架遮挡。为此可通过控制
室视频监视器进行检查。记住要在 X 射线控制台上为每个所需影像选择正确的 X 射线管。

警告

在执行 X 射线验证之前，确保治疗床已旋转至针对特摆射野的正确位置。在执行 X 射线验证的过
程中改变治疗床角度将引起系统错误。

警告

如果使用虚拟等中心进行 X 射线校正（见第 157 页），那么随后的 X 射线验证的精确度可能比初
始的 X 射线校正略低。当患者处于等中心位置，看不见足够的骨骼解剖时，更易出现这种情况。

X 射线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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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X 射线监控

一般信息

如果拥有双 X 射线生成器设置及相应的许可，您便可以使用 X 射线监控来确保摆位精确度保持不
变。与 X 射线验证相似，本程序对内部结构进行匹配以测量并补偿患者位置的任何改变。

显示 Proceed with X-ray Verification 或 OK 状态时，X-ray Monitoring 选项卡便出现。

X 射线监控选项卡

图 126 

如何执行 X 射线监控

步骤

1. 切换至 X-ray Monitoring 选项卡并验证 ExacTrac 自动设置的 X 射线发生器曝光设置。

2.

在遮挡指示器内设置机架当前的旋转位置，以显示所选射线管是否被机架或其他直线加速
器组件（例如安装于机架上的千伏成像组件）遮挡。您可以使用鼠标更改机架旋转：

将模型设置至与真实机架相同的位置。绿点表示成像轴向畅通，红点表示视野被遮挡。

如果您在使用 ADI，那么在治疗系统发生 Clinac Ready 事件后显示的机架将自动设置到
实际的机架角度。已备射束的计划机架角度显示为蓝色。

X 射线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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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使用 ExacTrac 控制台获取 X 射线。

4.

采集 X 射线后，系统自动计算 X 射线和 DRR 之间的任何患者位置偏差。计算基于：

• 6D 骨骼融合（如果初始校正是基于骨骼融合）。

• 植入式标记检测（如果初始校正是基于植入式标记检测）。

如果计算出的位移在容差范围内，系统便显示 OK，您可以继续治疗。X 射线验证阈值在患
者设置中设置，请参见第 137 页。

5.

如果计算出的位移超过 X 射线验证阈值，您必须在以下三个选项中作出选择。

• Apply Shift：应用计算出的位移，ExacTrac 自动切换至红外线摆位界面用于移动治疗
床。您必须重新摆位患者才能继续治疗。

• Analyze Shift：采集的影像显示于 X 射线校正/验证向导的融合页面中，在此可进行详
细的分析（见第 201 页）。

• Ignore Shift：忽略位移且不重新摆位患者。用户可直接再次采集 X 射线影像以再次检
查患者位置。

要使用这三个选项之一，您必须使用覆盖滑动条对融合进行验证。如果您不使用覆盖滑动
条，Continue with... 对话框将禁用。

6. 执行验证后，您可以通过激活 Fusion Approval 复选框批准融合（见第 204 页）。

警告

ExacTrac 显示所有可执行 X 射线验证且 X 射线源没有被机架遮挡的位置。

警告

在兆伏或千伏射束照射期间，不要按 ExacTrac 控制台或 ExacTrac 控制手柄上的移动启用按钮来
移动患者。

X 射线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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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射线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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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视频验证
14.1 使用视频验证

一般信息

视频验证提供基于患者外部解剖的独立摆位验证。由此，您可以将实时视频影像与之前采集的参照
影像进行比较。

在 X 射线校正/验证后，您可以通过视频验证检查患者位置和大体姿势相比于采集的参照影像是否
有变化。

激活视频验证

视频验证功能位于 Video Surveillance 选项卡内。

视频视图

图 127 

实时视图

如果您激活 Video Mode 区域内的 Live，将显示实时视频直播。

视频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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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储存功能

在首次治疗之前，您可以在患者处于已确认的正确治疗位置时采集一个参照影像。参照影像内应包
含某些固定的物体，以便随后验证视频摄像头设置未改变。

选项

Acquire Reference：保存当前患者位置的参照影像以便在治疗期间与患者位置进行比较。

使用视频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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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比较参照影像与实时影像

一般信息

可采集不同治疗射野的参照影像，以便在治疗期间产生治疗床反冲力时检查患者身体是否移动。

减法影像显示

图 128 

选项

Subtract:

黑屏表示实时影像和参照影像之间完全匹配。

有颜色的区域或模糊影像表示存在偏差。

视频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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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法影像显示

图 129 

选项

Add：双缘表示存在偏差。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为了确保视频摄像头设置没有改变，请对比参照影像中的固摆物体（例如直线加速器基座）位置与
这些物体在实时视频视图中的位置。

使用视频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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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使用 EXACTRAC ROBOTICS
进行患者摆位

15.1 Robotics 简介

ExacTrac Robotics 是什么？

ExacTrac Robotics 系统补正患者的旋转（纵向和横向）位置偏差，具体如下：

• 大纵翻（横向倾斜）：可补正 ±2.7°

• 大侧翻（纵向倾斜）：可补正 ±4°

• 纵翻 ±2°后的 大侧翻： 多可补正 ±3°

为了适当地确保患者安全，这些值已配置为 ExacTrac Robotics 的默认值。例如，侧翻角度过大
会造成危险，因为这样患者可能无法继续安全地固摆在治疗床上。但在个别情况下可将此侧翻角配
置为不同的值。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在关闭或打开患者文件时，以及每次启动和关闭系统时，ExacTrac 会检查 ExacTrac Robotics 是
否处于原点位置。必要时将 ExacTrac Robotics 置于中央原点位置，以便执行下一患者治疗。

必须使用配备 ExacTrac Robotics 这一校正工具的系统（例如 ExacTrac）执行校正措施，验证患
者设置的正确性（包括验证可能由患者对齐流程本身引起的位移）。

详细信息

有关 ExacTrac Robotic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患者支持系统的硬件用户指南。

安装在治疗床上的 ExacTrac Robotics

图 130 

如果安装了附件以作锥形束治疗等用途，则请勿使用 Robotics。

使用 EXACTRAC ROBOTICS 进行患者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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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

ExacTrac Robotics 仅可与自动治疗床摆位功能结合使用（见第 70 页和第 185 页）。

初始化

如果已安装并激活 ExacTrac Robotics（见第 111 页），则其将在完成旋转校正的计算后立即自动
初始化以便执行标准治疗（见第 201 页）。

出于安全考虑，要等到机器人设备充电电缆断开连接后软件才会激活 ExacTrac Robotics。

手动倾斜

除了自动校正患者位置外，ExacTrac Robotics 还可用于手动校正角度偏差（见第 263 页）。

警告

每次在开始无需使用 ExacTrac Robotics 的治疗之前都要先验证 ExacTrac Robotics 处于原点位
置（例如使用水平仪来验证）。

门控治疗

在门控治疗期间不激活 ExacTrac Robotics。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每次在通过按 Brainlab Robotics 上的“Lock all”按钮取消激活“Lock all”（按钮从亮起变
为熄灭）后，都必须从治疗室内启动 Robotics 移动。（仅 Robotics 2）：小幅度的 Robotics
移动可从控制室中通过 Varian 控制台（TrueBeam 系统）或 ExacTrac 控制台（非 TrueBeam 系
统）上的移动启用按钮启动。

警告

如果安装了直线加速器附件（如用于锥形束治疗），确保安装并启用额外的安全功能机制以避免潜
在碰撞。如果无法保证这一点，则不要使用 Robotics，因为存在碰撞风险。

Robotics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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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使用 ExacTrac Robotics

15.2.1 ExacTrac Robotics 启动

一般信息

在启动之前必须先将 ExacTrac Robotics 系统上的锁摆装置解锁。

警告

ExacTrac Robotics 启动期间患者不应在治疗床上。

初始化

停用时，ExacTrac Robotics 通常处于待机模式。因此，ExacTrac 软件一旦启动 ExacTrac
Robotics 便马上初始化。

Robotics 1.x Robotics 2.0

显示一则初始化消息：

无初始化消息显示。

调整

Robotics 1.x Robotics 2.0

步骤

1. ExacTrac 软件首先检查 ExacTrac Robotics 的当前位置。

2. 如果 ExacTrac Robotics 不处于中心位置，您必须按照系统提示使用启用按钮将其复位。

使用 EXACTRAC ROBOTICS 进行患者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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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仅 Robotics 1.x：在成功到达中心位置后，重新锁摆 ExacTrac Robotics 系统上的锁摆
装置。

仅可在执行倾斜校正时再次解锁（见第 260 页和第 263 页）。有关 ExacTrac Robotics
操作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患者支持系统的硬件用户指南。

自动校准 (Robotics 1.x)

如果启动前 ExacTrac Robotics 处于关机状态，或者制动释放按钮已激活，那么必须对 ExacTrac
Robotics 进行校准。

图 131 

步骤

1. 按 Ok 继续。

2. 自动校准可能需要 多 30 秒。

自动校准 (Robotics 2.0)

如果制动释放按钮已激活，或者 ExacTrac Robotics 遇到移动故障，则必须进行校准。如果需要
自动校准，Roll 和 Pitch 字段内将显示一个“?”号。

图 132 

步骤

1. 按治疗床控制柄以自动校准 Robotics。

2. 自动校准可能需要 多 30 秒。

使用 ExacTrac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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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ExacTrac Robotics 校准期间患者不应在治疗床上。

故障排除

如果 ExacTrac Robotics 无法初始化，系统会显示一则相应的消息。

Robotics 1.x Robotics 2.0

检查：

• 系统是否已开启。

• 蓝牙电源线是否已正确连接。

• 是否已建立蓝牙连接（蓝牙设备上的蓝色 LED 亮起）。

• 电池是否有电，根据 ExacTrac Robotics 上的 LED 指示来判断。如果电池没电，LED 为红色。

仅 Robotics 1.x：ExacTrac Robotics 上的故障 LED 亮起。这种情况下，应关闭并重启设备，检
查该故障是否消除。

仅 Robotics 2.0：

步骤

1.

初始化失败时，Robotics 2.0 显示一则错误消息：

单击 OK 确认该错误消息。

2.

随之显示一则新的消息：

单击 Retry 检查该错误是否消除。

3. Robotics 现在应该可以成功初始化了。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 Brainlab 服务部。

有关 ExacTrac Robotics 操作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患者支持系统的硬件用户指南。

使用 EXACTRAC ROBOTICS 进行患者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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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 自动倾斜角校正

一般信息

确认旋转校正后（见第 201 页），系统会自动提示您通过 ExacTrac Robotics 校正旋转偏差。

如果已启用治疗床自动旋转功能（见第 111 页），治疗床将围绕其纵轴旋转至患者垂直床角为零的
位置。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根据所需的旋转校正，摆位期间可能发生大幅度的治疗床面倾斜。为了防止患者从治疗床上滑落，
请确保他们已牢牢固摆，并且患者和治疗床面之间没有毛巾等非固摆物品。

警告

在 ExacTrac Robotics 执行患者移动期间，您必须无障碍地看到患者。

警告

在 ExacTrac Robotics 开始自动患者摆位之前，直线加速器机架必须位于开始位置（0°或
180°）。

如果 ExacTrac 不使用 Robotics（治疗无需使用 Robotics），则将 Robotics 设置到 0°位置。

如何使用 Robotics 1.x 进行患者摆位

步骤

1. 按照 ExacTrac 软件提示来执行操作。

2.

根据要校正的倾斜角度，系统可能会显示以下提示。

图 133 

3. 确保机架和治疗床不会相撞。

4. 按 Ok 继续。

如何使用 Robotics 2.0 进行患者摆位

步骤

1. 按照 ExacTrac 软件提示来执行操作。

2. 根据要校正的倾斜角度，将在一个移动对话框内显示预期的垂直位移。

使用 ExacTrac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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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确保机架和治疗床不会相撞。

如何执行倾斜校正

警告

确保治疗床不会碰撞到机架或其他设备。

Robotics 1.x Robotics 2.0

步骤

1.

启动自动倾斜角校正：

• 对于 Varian Exact/ETR 治疗床以及 TrueBeam 治疗床，按下控制柄两侧的启用按钮即
可启用治疗床自动移动功能（见第 70 页和第 185 页）。

2. ExacTrac Robotics 根据计算出的校正值调整倾斜角。

3. ExacTrac Robotics 校正治疗床倾斜角后，Robotics 系统提示便关闭。

4.
如果您的 ExacTrac 软件配置包含自动治疗床摆位功能（见第 70 页和第 185 页），那么
此时平移错误也会自动校正以使治疗床移至治疗位置。

5. 或者，您也可以使用治疗床控件以标准方式手动校正任何平移错误。

Robotics 1.x 运动

出于安全考虑，不得通过控制台启用 ExacTrac Robotics 1.x 移动。每次都要使用治疗床控制柄
启用 Robotics。

Robotics 2.0 运动

可通过以下控件启用 ExacTrac Robotics 2.0 运动：

• ExacTrac 控制台或 ExacTrac 控制手柄（对于非 TrueBeam 系统）。

• Varian 控制台或 Varian 治疗床控制柄（对于 TrueBeam 系统）。

出于安全考虑，不能使用控制台启用 ExacTrac Robotics 进行朝向机架头的大幅度移动。每一次
治疗床头 远处上升超过 5 厘米的校正都需要您从治疗室内启动。

当直线加速器安装了附件且 ExacTrac 收到了来自 DICOM 计划的该信息时，也不得通过控制台启
动 ExacTrac Robotics 移动。

在这些情况下，ExacTrac 显示一则消息并启用 Robotics 2.0 的 Lock all 按钮。您必须进入治
疗室禁用 Lock all 按钮，然后在治疗室内使用治疗床控制手柄启动校正。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治
疗床不会碰撞到机架或其他设备。

使用 EXACTRAC ROBOTICS 进行患者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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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幅度的 Robotics 移动可从控制室中通过 Varian 控制台（TrueBeam 系统）或 ExacTrac 控制
台（非 TrueBeam 系统）上的移动启用按钮启动。

碰撞风险

如果因为可能会与机架相撞而无法执行计算出的向上方机架靠近的 Robotics 活动，请执行以下步
骤：

• 取消 Robotics 移动（对于 TrueBeam 治疗床，还要取消随后出现的 ADI Positioning 对话框
以及在 TrueBeam 控制台上取消任何待摆位移）。

• 手动降低治疗床，直至随后可执行向上的 Robotics 纵翻。

• 按 Restart Positioning 再次执行 Robotics 和治疗床移动。

后继步骤

步骤

1. 需要时您可额外采集验证影像（见第 245 页）。

2. 患者正确摆位后，便可开始放射治疗。

剩余位移

由于 ExacTrac Robotics 可补正的纵翻角和侧翻角度存在 大值，因此可能出现剩余位移。 大
的角度校正为：

• 大纵翻（横向倾斜）：可补正 ±2.7°

• 大侧翻（纵向倾斜）：可补正 ±4°

• 纵翻 ±2°后的 大侧翻： 多可补正 ±3°

如果计算出的位移超过纵翻和/或侧翻的限值，位移结果旁边便显示 ExacTrac Robotics 可校正的
大值。

如果剩余位移超过 IR 旋转阈值，则会显示 Rotational Deviation 图标而非 OK 图标：

• 如果剩余位移处于可接受范围内且低于 IR 旋转阈值（显示 OK 图标），则无需作进一步操作。

• 如果剩余位移超出可接受范围且超过 IR 旋转阈值（显示 Rotational Deviation 图标），
Brainlab 建议重新调整治疗床上的患者。此时必须拍摄新的验证影像。

使用 ExacTrac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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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手动倾斜

一般信息

要激活 ExacTrac Robotics 的手动倾斜调整，按导航面板上的 Manual Tilt。

Manual Tilt 对话框

Robotics 1.x Robotics 2.0

如何执行手动倾斜 (Robotics 1.x)

步骤

1. 单击 1.0°、0.5°或 0.1°以定义 ExacTrac Robotics 的移动增幅。

2.

按治疗床控制柄上的启用按钮以促使移动。同时选择以下其中一项功能：

• 单击 LEFT 或 RIGHT 将治疗床面向相应的方向执行纵向倾斜。

• 单击 UP 或 DOWN 将治疗床面向相应的方向执行横向倾斜。

• 单击 CENTER 将治疗床移动至原点位置。

• 在特定情况下，单击 ALIGN 使用等中心体模进行额外的目标定位器对齐校正。此功能仅
应在未执行 X 射线校正的情况下使用。

• 单击 LOCK Position 将 ExacTrac Robotics 移动至锁摆位置。此时可以将重载安全锁
锁定。

3. 单击 STOP 立即停止 ExacTrac Robotics 系统的任何移动。

4. 单击 Done 退出 Robotics Manual Tilt 对话框。

5.
如果用户超过两分钟不对此对话框执行操作，ExacTrac Robotics 便自动断电。如果您激
活一项移动功能，ExacTrac Robotics 在四秒后再次自动通电。如果未使用 ExacTrac
Robotics，您应关闭此对话框以防止电池放电。

如何执行手动倾斜 (Robotics 2.0)

步骤

1. 单击 1.0°、0.5°或 0.1°以定义 ExacTrac Robotics 的移动增幅。

使用 EXACTRAC ROBOTICS 进行患者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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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 单击 LEFT 或 RIGHT 将治疗床面向相应的方向执行纵向倾斜。

• 单击 UP 或 DOWN 将治疗床面向相应的方向执行横向倾斜。

• 单击 CENTER 将治疗床移动至原点位置。

• 单击 Move to LOCK Position 将 ExacTrac Robotics 移动至锁摆位置。现在可以将制
动锁锁定。

发出移动请求后（移动按钮变成灰色），按治疗床控制柄上的启用按钮以执行移动。

3. 单击 STOP 立即停止 ExacTrac Robotics 系统的任何移动。

4. 单击 Done 退出 Robotics Manual Tilt 对话框。

5. 如果未使用 ExacTrac Robotics，则关闭此对话框以防止电池放电。

安全注意事项

请勿使用 Robotics Manual Tilt 对话框来补正仅依据红外线追踪得出的角度。只有使用 X 射线
校正测出的旋转才需要补正。通过红外线追踪得出的角度不一定可靠。

手动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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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 自动校准（仅 Robotics 2.0）

一般信息

摆位期间如果制动释放按钮已激活或者 Robotics 遇到移动故障，ExacTrac Robotics 2.0 可能需
要执行自动校准（“导引”）。此时将无法再执行移动。

图 134 

如何执行自动校准

步骤

1.

对于复位程序，请确保治疗床上无患者。关闭当前患者并进入 Robotics Tilt 对话框。
Roll 和 Pitch 字段中的“?”号表示需要自动校准：

2. 依照指示按治疗床控制柄以自动校准 Robotics。

3. 重新开始临床工作流程。

使用 EXACTRAC ROBOTICS 进行患者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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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Robotics 治疗范围

一般信息

当 ExacTrac 配合 ExacTrac Robotics 和 Varian Exact 治疗床使用时，某些治疗的垂直治疗范
围可能受到限制，具体取决于机架位置。 

这是因为出于安全考虑，为了防止患者与机架碰撞，Brainlab 成像治疗床面的上表面只能移动至
等中心上方 1.1 厘米处。

因此无法执行将患者移至等中心所需的向下纵翻至一定角度的垂直治疗床移动。

仅在机架至少旋转至 45°（IEC 刻度）时才能延长 Varian Exact 治疗床的垂直行程。

示例

①

②

图 135 

编号 组件

① 大垂直移动距离：1.1 厘米

② 向下纵翻

可能的解决方案

在所有情况下，肿瘤的位置决摆了能否将患者摆位于等中心。例如靠近治疗床面的后颅肿瘤更有可
能导致这个问题。

如果因受 Varian Exact 治疗床的垂直移动范围限制而无法将患者摆位于等中心，则重新调整患者
在治疗床上或面膜内的位置，以减少患者相对于治疗床面的旋转。

Robotics 治疗范围的其他问题

在 TrueBeam 上使用 Robotics 进行前列腺治疗时，头方向的治疗床面位置可能会有预测的碰撞风
险。这是因为 LaserGuard 一直对机器人系统实行监控。

Robotics 治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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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无框架延伸装置进行前列腺治疗时，Robotics 大约距离等中心 17 厘米，因此，可以在机架
和 Robotics 不产生任何碰撞风险的情况下治疗患者。

使用 EXACTRAC ROBOTICS 进行患者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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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ics 治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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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X 射线监控独立软件
16.1 独立功能

一般信息

如果您已购买 X 射线监控独立软件，则只能使用有限的功能。该监控软件只监控具有 X 射线影像
的患者位置。必须使用锥形束 CT（基于骨性结构）等外部设备将患者摆位至 终的治疗位置。该
监控软件会存储 终的治疗位置并计算相对于该位置的每个监控位移。

X 射线监控独立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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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

独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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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在开始监控工作流程之前，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患者治疗计划已导入 ExacTrac（参见第 348 页）。

• 已使用任何 IGRT 系统（例如 CBCT）将患者摆位至 终的治疗位置。

• 在直线加速器和监控软件中打开相同的患者（必须手动打开）。

• 在直线加速器和监控软件中选择相同的等中心和射束（必须手动选择）。

不支持以下功能/许可：

• 植入式标记

• 支架

• 虚拟等中心

• 身体标记定义

• 定位数据

• 自动预摆位和摆位

注: 监控软件和直线加速器之间无连接。因此不执行射束一致性检查。务必确保在直线加速器和监
控软件中打开相同的患者、等中心和射束。
 

打开患者

必须在 X 射线监控软件中手动打开与直线加速器中相同的患者。有关如何打开患者的更多详细信
息，请参见第 119 页。

对于已使用完整版 ExacTrac 软件修改的患者数据：

• 如果患者数据包含定义的身体标记，则会出现警告并且会为该患者删除身体标记。每次治疗会单
独采集身体标记。

• 如果在 iPlan RT 中定位患者数据（使用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扫描患
者），则不能打开该患者数据并会出现警告。如果使用 X 射线监控独立软件打开患者，则必须
再次导入患者数据。

• 如果为患者定义了虚拟等中心，则会出现警告且虚拟等中心禁用于该患者。如果稍后使用完整版
ExacTrac 打开患者，则可以在 Patient Settings 中启用虚拟等中心。

X 射线监控独立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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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设置

为达到相关红外线精确度，您可以调整 Patient Settings 中的 Monitoring Accuracy（另请参见
第 132 页）。

图 136 

监控可以基于：

• Body Marker On-The Fly：在拍摄第一个 X 射线影像之前，必须为每次治疗单独采集身体标记
排布作为参照（见第 191 页）。不能永久定义身体标记。通过身体标记可监控患者移动。

• Reference Star/Array：不能进行 IR 患者追踪。

• Cranial Positioning Array：只能用于追踪基于红外线的患者位置。自动预摆位不能与摆位数
据结合。不能进行 IR 患者追踪。

所有其他设置的说明见第 132 页。

独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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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采集参照

要采集患者位置作为参照：

步骤

1.

确保已使用任何其他 IGRT 系统（例如 CBCT）将患者摆位至 终的治疗位置。

2. 按 Acquire Reference。

3. 拍摄 X 射线影像（参见第 198 页）。

4.

执行自动融合。

注: 对于所有值，将融合结果设置为 0.0，以表明这是患者的 终治疗位置（基于外部设
备）。
 

5. 验证融合结果（参见第 202 页了解如何验证融合以及在必要时如何执行手动融合）。

6.
按 Finish。

状态图标会显示绿色的 OK 符号。所有偏离条均在容差范围内。

对于一个等中心，只有一个参照位置可以设置为参照。如果要为相同的等中心设置新的参照，则必
须重新打开患者。

警告

在采集参照之前，确保患者位于 终的治疗位置。

监控患者位置

在治疗期间可随时通过拍摄 X 射线影像来监控患者位置。监控位置始终基于使用任何第三方 IGRT
系统（例如 CBCT）获得的患者 终治疗位置。计算当前患者位置时始终考虑内部存储的偏移。

注: 患者位置的监控始终基于骨性结构。
 

X 射线监控独立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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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 

请参见第 248 页 了解如何执行采集。

如果存在较大位移，应检查结果的可靠性。较大位移可能是因患者移动、融合错误等所致。

对于较大偏差，应仔细审查患者信息，并使用外部 IGRT 系统（例如 CBCT）确保患者治疗位置正
确无误且必要时重新摆位患者。

注: 对于应用的位移，窗口仍然在 X-ray Monitoring 选项卡中，因为不能自动摆位患者。只有
IR 偏离条和状态图标相应地更新。
 

患者打印输出和摘要

患者打印输出包含原始参照位移/偏移，其代表基于外部 IGRT 系统的 终治疗位置与来自导入到
ExacTrac 的 DICOM 计划的计划患者等中心位置之间的差异。偏移可能是由于外部 IGRT 系统基于
软组织而 ExacTrac 基于骨性结构存储 终治疗位置。此外，其包含在治疗期间采集的所有监控位
移。

患者摘要包含在整个患者治疗期间采集的所有监控位移。

有关如何生成治疗报告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335 页。

独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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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系统关闭
17.1 关闭软件

一般信息

在完成患者治疗后便可关闭软件。

警告

如果不先关闭软件再关闭系统，数据可能会丢失。

警告

每次关闭 ExacTrac 时都要核实 ExacTrac Robotics 已调回至原点位置。这是为了保证治疗床面
处于非倾斜位置以便执行无需 ExacTrac 或/和 ExacTrac Robotics 的治疗。

警告

请勿在未完成治疗时就关闭 ExacTrac 中的患者文件，因为 ExacTrac 会在患者文件关闭时将
Robotics 置于中央原点位置。请先关闭治疗应用程序上的患者文件。

如何关闭患者文件

步骤

1. 要关闭当前患者文件，按 Close Patient。

2.
关闭患者文件时，ExacTrac 检查 ExacTrac Robotics 是否在原点位置。必要时将
ExacTrac Robotics 置于中央原点位置，以便执行下一患者治疗。

如何退出 ExacTrac 软件

在关闭系统之前，您必须正确地退出 ExacTrac 软件：

步骤

1. 按 Quit ExacTrac。

2.

此时会显示一则退出提示。

系统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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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您按 Yes 确认该退出提示后，ExacTrac 软件便关闭。

关闭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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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关闭硬件

系统控制面板

① ②

图 138 

编号 组件

① System Off 按钮

② Computer On/Off 按钮

系统关闭

步骤

1.
通过单击 Start（开始）菜单中的 Shut Down（关机）以常规方式关闭 Windows 操作系
统。

2.
等到 ExacTrac 工作站关闭且显示屏变黑。

或者检查系统控制面板上的 COMPUTER ON/OFF 按钮是否已取消激活。

3.

按关闭系统按钮 ③（位于 ExacTrac 控制台上，如果可用）三秒。在此期间橙色待机 LED

将闪烁。当绿色电源 LED 熄灭时，表示此时除了辅助后备电压（28 伏交流电）外，
ExacTrac 系统不再有电源输入（见第 52 页）。

③

或者在系统控制面板上按下 SYSTEM OFF 按钮。当此按钮熄灭时，ExacTrac 系统组件不再
有电源输入。

有关关闭的其他注意事项

电源输入保险丝开关 ① 可保持在 I 位置（开）而无需每天重置。

系统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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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达到 佳系统性能，Brainlab 建议夜间关闭 ExacTrac 工作站。如果系统连续运行，建议每
天早上重启工作站。若不定期重启工作站可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必须至少每 49 天重启一次 ExacTrac 工作站，否则将导致在所有日志文件和所有患者摆位记录中
创建错误的时间记录。此局限性是基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系统内部时间所致。经过 49 天后计
时器将重置为 0。

紧急停止

如果在紧急情况下必须关闭整个系统，则按下安装于室内的紧急关闭开关。

关闭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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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系统校准
18.1 治疗床/直线加速器坐标系统

一般信息

为了使 ExacTrac 患者摆位系统获取有关当前患者位置的精确信息，其采用了符合 IEC 61217 的
三维坐标系统来描述治疗床和直线加速器的活动和角度。

ExacTrac 和直线加速器

O

Z

X

Y

图 139 

坐标轴定义

坐标轴 功能

原点 (0,0,0)
这是直线加速器等中心，也是机架旋转轴和治疗床旋转轴的交点。

Z 轴
这是穿过原点并与倾斜角为 0°时的治疗床面平面垂直的垂直轴。该轴原点以
上为正，原点以下为负。

X 轴
这是穿过原点且与机架旋转平面平行的水平轴。从治疗床脚面向直线加速器
时，该轴的原点右侧为正，原点左侧为负。该轴也称为横轴，因为它用来描述
治疗床的横向活动。

Y 轴
这是穿过原点并与倾斜角为 0°时的治疗床面平面平行的水平轴。从治疗床脚
面向直线加速器时，该轴从原点往直线加速器的一侧为正，从原点背离直线加
速器的一侧为负。该轴也称为纵轴，因为它用来描述治疗床的纵向活动。

系统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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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角度

• 绕垂直轴旋转形成治疗床角度。

• 绕纵轴旋转形成纵向倾斜角或侧翻角。

• 绕横轴旋转形成横向倾斜角或纵翻角。

警告

ExacTrac 中的治疗床角度按直线加速器所采用的标度显示。因此默认的位置可以是 0°或
180°，正旋转可以是顺时针或逆时针。在验收期间系统被自定义为与您的直线加速器匹配。

除了角度测量值（即带 °号的值），ExacTrac 显示的所有数值均以毫米 [毫米] 为单位。

校准和验证

各个系统校准都可能存在校准误差。为达到 高安全性，Brainlab 建议仅由授权专业用户来校准
系统。

执行等中心和 X 射线校准将使辐射等中心校准失效，导致后者必须重新执行（包括对直线加速器
执行新的 Winston-Lutz 测试）。为了避免这种情况，Brainlab 建议仅在日常检查发现校准精确
度不再符合要求后才重新校准系统。

为了 安全和 有效地使用系统，应至少每天早上在系统作临床使用之前执行日常检查。

治疗床/直线加速器坐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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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 访问组件校准

如何访问等中心校准

步骤

要访问系统校准选项，按 System Settings 选项卡中的 Calibrate/Verify。Calibration 界面
随即显示。

校准界面

图 140 

校准选项

步骤 注释

1. Isocenter Calibration 必须启用才能开始患者治疗。

2. X-ray Calibration
如果您有 ExacTrac X 射线，必须启用该选项才能开始
患者治疗。

3.
Radiation Isocenter Calib‐
ration

在上述两项校准后执行此校准。

例行校准

Brainlab 建议每月至少例行一次等中心校准、X 射线校准以及辐射等中心校准，或者在系统校准
不精确时（例如在组件碰撞后或在修改系统设置后）执行。

请按以下顺序执行校准：

• 包括辐射等中心校准的系统校准：

1. 等中心校准

2. X 射线校准

3. 日常检查

4. 辐射等中心校准

5. 日常检查

系统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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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包括辐射等中心校准的系统校准：

1. 等中心校准

2. X 射线校准

3. 日常检查

辐射等中心校准

该功能可提高精确度，强烈建议用于所有治疗。Calibrate Radiation Isocenter 属可选校准程
序，但能进一步提高当前等中心和 X 射线校准的精确度（见第 306 页）。

验证选项

还提供了更多的验证选项。请参见第 309 页。

一般校准建议

警告

请每天对校准进行验证。需要定期校准和验证系统才能确保精确度。务必在其中某个组件遭到机械
撞击后对系统校准进行验证。

请小心处理校准体模。使用损坏的体模不能保证校准精确。注意不要刮花或损坏红外线标记。 

警告

验证计算出的体模轮廓与体模的视频影像完全匹配。

确保摄像头精确度

在系统使用期间请勿触摸摄像头系统。

警告

红外摄像头需要长达两小时的有效预热时间，具体取决于环境条件和摄像头规格。在此期间摄像头
可能显示预热位移。为防止潜在不精确的日常检查结果，建议预热 120 分钟，因为红外摄像头仅
在日常检查期间用作绝对测量系统。因此，确保在执行日常检查前 120 分钟启动 ExacTrac 系
统。

或者，可以使系统持续保持通电（例如，夜间），而仅关闭工作站。为此，请通过 Windows 关闭
ExacTrac 工作站电源。机箱仍然处于开机状态。要给工作站（例如，在第二天）通电，首先按下
控制台上的关闭按钮完全关闭 ExacTrac，然后在几秒钟后按下开启按钮重新启动系统。

为了防止等中心校准和 X 射线校准之间发生温度变化，软件仅允许联合执行 X 射线校准和等中心
校准。必须在等中心校准后立即执行 X 射线校准，以确保有效的系统校准。

警告

红外摄像头发出的红外光可能会干扰同样使用红外光的第三方医疗设备。在这种情况下请一次只使
用一个系统。

警告

第三方红外线设备也可能会影响红外摄像头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请一次只使用一个系统。另外，
第三方红外线源也可能会被覆盖。

为了确保校准和其后红外线追踪的精确性，请确保摄像头视野范围内没有可造成伪影的反光物体和
光源。

警告

请勿向摄像头系统附加任何物体。向红外摄像头附加额外重量将使系统校准失效并导致患者摆位不
正确。

治疗床/直线加速器坐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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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请勿用无菌罩等物品遮盖摄像头系统。遮盖摄像头系统可能会导致其过热。

警告

Brainlab 强烈建议计算机机箱始终保持通电，以使摄像头维持在工作温度。

警告

为了确保校准和其后红外线追踪的精确性，治疗室内的温度必须保持恒定。温度波动（例如由空调
气流引起）可导致摄像头工作失准。

警告

大幅度的温度变化 (> 5°C) 可导致系统不精确。温度发生大幅度变化时，用户必须执行校准验
证。

系统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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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等中心校准

一般信息

等中心校准使治疗床面与直线加速器等中心对齐，直接影响到红外线和 X 射线摆位的精确度。

注: 执行所有校准步骤（包括辐射等中心校准），以 大程度地降低 ExacTrac 等中心与直线加速
器辐射等中心之间的差异。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请小心处理等中心体模。如果体模或其连接的标记球损坏，则不能保证校准精确。标记球必须至少
一年更换一次，但如有损坏则须马上替换。如果等中心体模使用不当（掉落、带标记的一面与粗糙
表面发生摩擦），则需要更换所有标记球。

警告

除非执行了辐射等中心校准，否则 ExacTrac 内的等中心校准将直接影响 终的患者位置。始终要
确保治疗室激光与直线加速器的辐射等中心准确对齐。任何激光对齐误差都将导致 ExacTrac 的摆
位精确度下降。激光和辐射等中心之间细微的对齐误差可通过辐射等中心校准来补正。确保治疗床
面在校准时处于水平位置。

警告

至少每天验证或校准一次等中心位置。

警告

错误的标记球位置可能会导致等中心体模不精确。定期检查所有标记球是否完全拧到等中心体模上
且标记与标记插脚底座之间没有缝隙。

ET 等中心体模

使用 ET 等中心体模（仅货号为 49050A 或以上）校准等中心位置。

①

图 141 

等中心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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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组件

① 治疗室激光线

如何在治疗床面上摆位体模

步骤

1. 将 ET 等中心体模放在治疗床面上，确保体模的所有五个标记球都在摄像头视野内。

2. 使用体模上雕刻的 Right、Left、Gantry 以及患者符号作为指导，使体模与机架对齐。

3. 使体模上雕刻的线条与治疗室激光对齐。

警告

对齐等中心体模与治疗室激光时要特别小心。等中心体模对齐不当将导致患者摆位不正确。

警告

对于系统校准和校准验证，每一次都要使用序列号一样的相同体模。

对于从 ExacTrac 5.x 或更早版本升级到 6.2 版本的客户：请勿再使用 ET 等中心体模 49050，
因为其不包含日常检查所需的钨球。

如何执行等中心校准

步骤

1.

选择 Calibration 界面中的 Isocenter Calibration（见第 295），然后按 Next 确认。
以下界面随即显示。

2.

确保体模与治疗室激光对齐且在摄像头视野内（标记球显示为蓝色）。

如果 ExacTrac 与 iGUIDE 及 HexaPOD Evo RT 系统配合使用，则使用 Isocenter Check
功能（其是 iGUIDE 中安全检查的一部分）将等中心体模移到等中心。

3. 按 Calibrate 将 ET 等中心体模的当前位置储存为等中心。

系统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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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如果您定义的等中心与之前的设置有很大差别，系统会相应地显示一则提示。

• 确保校准体模放置正确，并且该体模和系统均未损坏。

• 如果您要继续新设置，则确认此提示。

5.

完成校准后：

显示一则 OK 消息。

界面底部提示校准成功。

6. 按 Next 继续下一校准步骤。

校准过程中请勿移动治疗床面上的体模，否则会导致随后的患者摆位不正确。

等中心校准

300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18.3 X 射线校准

一般信息

X 射线校准用于校准 X 射线成像系统，以确保精确地校正和验证患者摆位。

ET X 射线校准体模

使用 ET X 射线校准体模执行 X 射线校准。

图 142 

建议的能量设置

体模类型 建议的校准设置

X 射线校准体模 120 千伏、100 毫安和 100 毫秒

注: X 射线设置取决于各个系统的设置和安装的系统组件。上述建议的 X 射线设置只是粗略建
议。
 

如果超过两周未使用 X 射线设备，前 10 次曝光的能量设置不应超过 110 千伏。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如果 ET X 射线校准体模发生变形或损坏，则不能保证校准精确。请小心处理 ET X 射线校准体
模。

请勿触碰反光标记。反光标记损坏可能会影响校准体模的功能。

警告

出于安全考虑，您必须至少每天在开始患者治疗之前验证一次 X 射线校准。校准不精确可导致患
者摆位不精确。

系统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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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 执行 X 射线校准

一般信息

X 射线校准每次都要在等中心校准后马上执行。这是为了防止摄像头工作温度变化影响校准精确
度。

如何摆位 X 射线校准体模

步骤

1.

选择 Calibration 界面中的 X-Ray Calibration（见第 295），然后按 Next 确认。Ca‐
libration Position 界面随之显示。

2.

将 ET X 射线校准体模放置在治疗床上，使其位置符合以下条件：

• 反光标记完全被两个摄像头镜头所见

• 治疗床面上的金属组件不会出现在随后的校准影像中

3. 调整校准体模在治疗床上的位置直到治疗床角度显示为零。

4.

执行治疗床摆位：

• 如果安装了自动治疗床摆位装置（见第 70 页），按治疗床控制柄上的启用按钮以校正横
向、纵向和垂直的数值。

• 或者也可以按照位移指示符提供的信息手动移动治疗床（请参见第 178 页）。

所有角度设置都显示 OK 后，即表示到达了系统安装期间保存的参照位置。需要时也可调
整参考位置（请参见第 328 页）。

5. 按 Next 校准平板。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自动治疗床摆位期间避开活动部件。

X 射线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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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位置（摆位成功）

图 143 

如何校准 X 射线组件

步骤

1.

依照校准界面指示采集两个管的 X 射线影像。

系统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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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在每个界面上，验证所采集影像中的橙色十字线处于所有八个直接面向 X 射线束的黄色标
记圈的中心。

如果不在中心，则验证影像没有曝光过度或曝光不足。必要时单击 Modify 调整 X 射线能
量水平（见第 87 页），然后再次采集影像。

3. 按 Finish 完成校准流程。

警告

如果影像采集失败三次（例如无法生成完整的影像），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X 射线校准（校准成功）

图 144 

X 射线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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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⑥

⑦
⑧

图 145 

已正确检测到 X 射线影像图 144（图 145 为放大图）中的所有八个标记。位于标记 4 右下方的
标记不属于本校准轴。该标记仅用于另一成像轴的校准，因此其外围没有显示黄色圆圈是正常的。

系统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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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辐射等中心校准

一般信息

为了取得 佳的摆位精确度，ExacTrac X 射线影像校准中的等中心点需要与实际的加速器辐射等
中心完全一致。

鉴于 ExacTrac 的 X 射线校准取决于：

• 治疗室激光

• 红外摄像头的等中心校准

• 校准体模的几何学，

X 射线成像校准中的等中心和实际的辐射等中心之间通常存在匹配偏差，一般预计有 0.4 到
0.7 毫米。

辐射等中心校准用于补正该偏差。

需要通过 Winston-Lutz 测试才能精确地确定实际的加速器辐射等中心。在本试验结束时，
Winston-Lutz 指示器的球体将处于辐射等中心。通过在 ExacTrac X 射线影像内检测 Winston-
Lutz 指示器的球体，可重新将 X 射线校准的等中心点与该点对齐。找到球体的中心后，该位置便
是 ExacTrac 校准的原点（等中心）。

辐射等中心校准并非强制性程序。在无需此额外调整即可达到所需精确度的加速器上，或者在不配
备 Winston-Lutz 硬件的加速器上，可以只执行标准的等中心和 X 射线校准。

对于配备 Winston-Lutz 测试硬件的所有加速器，Brainlab 强烈建议执行辐射等中心校准。如果
不执行辐射等中心校准，系统精确度可能下降。

如何执行辐射等中心校准

步骤

1. 执行 Daily Check 以确保 ExacTrac 的校准有效。必要时执行等中心和 X 射线校准。

2. 按照加速器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或者相应的内部方案执行 Winston-Lutz 测试。

3. 确保在 Winston-Lutz 测试结束时指示器球体处于辐射等中心。

4.

激活 Calibration 界面中的 Calibrate Radiation Isocenter 复选框。进入 Radiation
Isocenter Calibration 向导，随即显示一则提示：

辐射等中心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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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ExacTrac 执行检查并在辐射等中心位置中显示生成的位移：

必要时单击 Modify 调整 X 射线能量水平（见第 87 页）。

6.
如果在 X 射线视图中没有自动用十字线标出球体，则使用 Search 功能并调整 Pointer
Radius 以检测球体。圆圈检测成功后，您应对其结果进行目检。

7.

如果生成的位移在可接受的限值范围内，系统会显示一则带有绿色图标的消息：

8.

如果位移超过可接受的限值范围，系统显示红色的图标：

• 检查绿色的十字线是否处于球体中心

• 重新校准系统

9. 如果生成的位移在可接受的限制范围内，Next 按钮便启用。

10.

当您单击 Next 时，系统显示一个对话框并询问您是否将 Winston-Lutz 位移应用到等中
心校准。

系统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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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1.

单击 No 退出校准向导，且所有更改都被撤销。

单击 Yes 将 Winston-Lutz 位移应用到等中心校准。验证页面随之显示，用户可用以采集
另一对 X 射线影像以检查改善后的精确度。

这些验证页面为可选。此时取消该向导不会撤销放射等中心校准。

辐射等中心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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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质量保证
19.1 校准验证功能

如何访问等中心验证

要访问校准验证选项，按 System Settings 选项卡中的 Calibrate/Verify。

校准界面

①
②
③

图 146 

如何激活验证

步骤

要激活校准验证，先激活 Verification 区域中所需的选项，然后按 Next 显示相应的验证界
面。

有以下选项可用：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Move Isocenter Phantom
to Current Isocenter

用于验证体模在校准期间是否与激光灯正确对齐（或与辐射等
中心对齐，如果采用辐射等中心校准的话）（见第 311
页）。

② Daily Check 快速验证 X 射线校准（见第 313 页）。包括上述 ①。

③ Detect Winston-Lutz
Pointer

用于执行 Winston-Lutz 测试（见第 316 页）。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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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在开始校准验证之前，请确保计算机机箱已运行至少 60 分钟。

警告

Polaris IR 摄像头至少需要预热 60 分钟，而 Polaris Spectra IR 摄像头至少需要预热 5 分
钟。在预热期间摄像头显示预热位移。为了防止治疗或系统校准不当，Polaris IR 摄像头必须在
使用前 60 分钟开启，而 Polaris Spectra IR 摄像头必须在使用前 5 分钟开启。为此，请按计
算机机箱的“System On”按钮。按此按钮可使除工作站外的整个 ExacTrac 系统通电。系统可以
不间断地保持通电。为了防止等中心校准和 X 射线校准之间发生温度变化，软件仅允许联合执行
X 射线校准和等中心校准。在等中心校准后必须马上执行 X 射线校准。

校准验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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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验证等中心校准

激活等中心验证

步骤

1.
选择 Calibration 界面上的 Move Isocenter Phantom To Current Isocenter（见第
309），然后按 Next 确认。

2. 等中心验证界面随之显示。

等中心验证界面

图 147 

如何执行等中心验证

步骤

1.
将 ET 等中心体模放置在治疗床面，确保体模的所有五个标记球都被检测到且显示于 Left
Camera 和 Right Camera 视图中。

2. 单击 Start Positioning。

3.

如果安装了自动治疗床摆位装置，则校正横向、纵向和垂直数值：

• 对于 Varian Exact/ETR 治疗床，按下控制柄两侧的启用按钮即可启用治疗床自动运动
功能。（请参见第 70 页）。

• 对于 TrueBeam 直线加速器，按 Start Positioning 后显示 ADI Positioning 对话框
（请参见第 185 页）。

• 对于具有 iGUIDE/HexaPOD RT Evo 系统的 Elekta 直线加速器，在 iGUIDE 中执行等中
心检查以便自动将 ET 等中心体模摆位至等中心摆位。体模从 Elekta 移动到存储的等
中心位置。如果您启用了 Radiation Isocenter Calibration 且 Elekta 侧的偏差太
大，则可能需要在 Elekta 侧调整校准。

或者也可以按照位移指示符提供的信息手动移动治疗床（请参见第 178 页）。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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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此时当前等中心位置的所有距离和角度值都应显示零和 OK。

5.

确认体模上雕刻的线条已与治疗室激光对齐，从而确保等中心已得到正确的校准。

如果等中心体模放置不正确，则重新校准（见第 298 页）。

如果采用了 Radiation Isocenter Calibration，激光与体模上雕刻的线条便不会高度吻
合。请使用 Daily Check 验证等中心位置。

6. 要重新验证，根据需要调整 ET 等中心体模的位置，然后按 Start Positioning。

7. 完成验证后，按 Next 继续进行影像采集。

进入治疗室以目检方式核实激光与体模上的十字线正确对齐。

验证等中心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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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日常检查

19.3.1 验证 X 射线校准

一般信息

Daily Check 验证 ExacTrac 红外和 X 射线等中心的交叉校准。这并不表示直线加速器等中心可
实现的摆位精确度。执行 Daily Check 时，使用 X 射线系统检测位于 ET 等中心校准体模中心处
的钨球。

ExacTrac 会自动检测 X 射线影像中的球体，并根据 ET 等中心校准体模的 IR 信息计算并显示钨
球与其预期位置的偏差。因此，Daily Check 显示在 X 射线影像中检测到的钨球与来自红外系统
的预期位置的偏差。在每个方向独立检查日常验证平移偏移的结果。默认通过标准为 1 毫米。

Brainlab 建议至少每天执行一次 Daily Check。

为了评估 ExacTrac X 射线系统的等中心校准精度（相对于直线加速器辐射等中心），可以使用
ExacTrac 的 Winston-Lutz 指示器球体检测功能。为此，请确保 Winston-Lutz 指示器球体正确
摆位在直线加速器等中心（例如通过 EPID 成像）。Winston-Lutz：然后，指示器球体检测功能将
显示直线加速器辐射等中心与 ExacTrac X 射线等中心之间的偏差。

为了确定 ExacTrac 的总摆位精度，应使用仿真体模进行隐式标靶试验。

X 射线采集

①
采集到的 X 射线影像将集成到 Daily Check 页面。

如果您有已获许可的 Calibrate Radiation Isocenter，右下角便显示 Radiation Isocenter
Calibration 的当前状态 ①。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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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X 射线影像

步骤

1. 遵循第 311 页所述的步骤放置等中心体模。

2.
选择低 X 射线能量水平，即 70 千伏、20 毫安秒。通过按下 Modify 执行此操作（请参
见第 85 页）。

3. 采集并显示两种 X 射线影像。

X 射线验证/日常检查

②

① ③

图 148 

编号 组件 功能

① Pointer
可将指示器半径调整至植入式球体的大小（默认值是针对
Brainlab 等中心体模而设）。

② 结果 日常检查的结果。

③ Radiation Isocenter
Calibration

上一次辐射等中心校准的日期以及是否为 新。

只有当该功能获得许可后才会显示该字段。

解读日常检查的结果

步骤

1.

如提示文本所述，您必须对圆圈检测结果进行目检。

如果在采集到的影像中几乎看不见钨球，请使用窗位设置提高对比度。使用鼠标右键在体
模的中心位置拖曳出一个矩形即可（见第 215 页）。

日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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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 如果日常检查成功，则显示绿色符号。

• 否则显示红色符号。

3. 如果要重新开始球体检测（例如要采用不同的半径设置），则调整 Radius 并按 Search。

4. 取得合适的结果后单击 Finish。

5. 对出现的消息按 OK 确认。此时已完成验证。

警告

如果日常检查失败，您必须重复执行 X 射线校准程序。

其他试验

可使用 Winston-Lutz 测试进一步验证系统精确度（见第 316 页）。建议经常执行隐式标靶试验
（请参见第 320 页）。

隐式标靶试验也可用于失败的日常检查，以便查看从等中心体模中的钨球到等中心的偏差。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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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Winston-Lutz：指示器球体检测

一般信息

本功能结合体模指示器用于评估 X 射线校准相对于直线加速器辐射等中心的等中心精确度。

Brainlab 建议经常执行 Winston-Lutz 测试以确保直线加速器和 ExacTrac 等中心之间的高度匹
配。如果有条件，请务必执行辐射等中心校准。

开始之前

步骤

1.
为了执行指示器检测试验，请在治疗床底座或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处安装合适的指示器工
具（例如 Brainlab 体模指示器或无框架 SRS 标靶指示器）。

2.
如果您使用的是 ExacTrac 的辐射等中心校准，请执行完整的 Winston-Lutz 测试以将球
体定位于辐射等中心。或者将指示器与激光对齐。

体模指示器

①

②

图 149 

编号 组件

① 体模指示器。

② Brainlab 治疗床底座（示例）。

请参见 RTRS 立体定向硬件的硬件用户指南。

Winston-Lutz：指示器球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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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框架 SRS 标靶指示器

① ②

图 150 

编号 组件

① 无框架 SRS 标靶指示器

② 无框架 SRS 面膜基座

请参见患者支持系统的硬件用户指南

如何激活指示器检测

步骤

1.
选择 Calibration 界面中的 Detect Winston-Lutz Pointer（见第 309），然后按 Next
确认。

2. X 射线采集界面随之显示。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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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射线采集

图 151 

如何采集 X 射线

步骤

1. 此时必须按照软件的指示从两根 X 射线管各获取一个 X 射线影像。

2. 每个影像中蓝色十字线表示校准的等中心位置。

3. 根据需要调整影像对比度和窗位设置（见第 215 页），然后按 Next。

如何验证精确度

图 152 

Winston-Lutz：指示器球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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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如果在 X 射线视图中没有自动用十字线标出球体，则使用 Search 功能并设置所需的球体
半径以检测球体。

2. 使用缩放和平移功能将检测到的球体移至 X 射线视图的中心并根据需要增加缩放因数。

3.

检测到的球体中心用绿色十字线标出。

• X 射线校准期间定义的等中心（请参见第 301 页）用蓝色十字线标出。

• X 射线视图下方以 2D 和 3D 位移值表示计划的治疗等中心和校准的等中心之间存在的
偏差。位移值超过 0.7 毫米可能提示影像内的球体检测不正确或校准不一致。

• Reconstruction Error 值显示 3D 空间内左右 X 射线投射线之间的距离。该值偏高提
示可能需要重新校准系统。

4. 按 Finish 退出 Winston-Lutz 界面。

警告

如果计算出的偏差超过 0.7 毫米，则必须重新校准系统并重新执行指示器球体检测试验。如果偏
差仍然超过 0.7 毫米，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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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隐式球体检测

开始之前

步骤

1.
要执行隐式球体检测试验，必须在治疗床上放置一个 QA 体模（包含合适的不透射线球
体，例如 5 毫米钨球）。 

2. 在相应的数据集中，必须将该球体的中心定为治疗等中心。

3. 然后应执行红外线摆位和 X 射线或锥形束 CT 校正，使钨球摆位于等中心。

4. 在根据 ExacTrac 软件指示到达理想的位置后，可通过隐式球体检测验证精确度。

5. 关闭患者，并保持治疗床/体模位置不变（即取消 Robotics 置中）。

如何激活球体检测

步骤

1. 选择 Calibration 界面中的 Detect Winston-Lutz Pointer（见第 309），然后按 Next 确
认。

如何验证精确度

在同一界面上执行 X 射线采集和圆圈检测。

图 153 

步骤

1.
如果在 X 射线视图中没有自动用十字线标出球体，则使用 Search 功能并设置所需的球体
半径以检测球体。

2. 使用缩放和平移功能将检测到的球体移至 X 射线视图的中心并根据需要增加缩放因数。

Winston-Lutz：指示器球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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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计划的治疗等中心用绿色十字线标出。

• X 射线校准期间定义的等中心（请参见第 301 页）用蓝色十字线标出。

• X 射线视图下方以 2D 和 3D 位移值表示计划的治疗等中心和校准的等中心之间存在的
偏差。位移值超过 1.5 毫米可能提示影像内的球体检测不正确或校准不一致。

• Reconstruction Error 值显示 3D 空间内左右 X 射线投射线之间的距离。该值偏高提
示可能需要重新校准系统，或者提示一个或两个影像内未正确检测到球体。

4. 按 Finish 退出该界面。

警告

本试验期间检测到的偏差代表了您在患者治疗期间可期望达到的精确度。如果显示的偏差超过可接
受范围，则必须重新校准系统才能进行患者治疗。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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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附加的校准功能

19.5.1 采集 X 射线校正影像

一般信息

您可以采集白影像用于每个平板检测器像素的各种不同灵敏度，并让软件能够检测和弥补平板上的
缺陷像素。

Brainlab 建议定期（每月一次，至少每年一次）或每次发觉影像质量变差时采集 X 射线校正影
像。

如何采集 X 射线校正影像

步骤

1. 单击 System Settings 选项卡中的 Correction Image Wizard。

2. 系统自动生成偏移影像以作影像校正（见第 324 页）。

3.

系统提示您采集相应的白影像（见第 322 页）。

如何采集白影像

确保地板机盒/地面机盒到检测器之间的射束路径没有被遮挡。视野内必须无任何物体（包括治疗
床）。请勿从管箱/管盖上移除任何覆盖物或滤镜，因为获取白影像时的配置应与患者成像时的一
样。

附加的校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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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用管 1 采集五个影像，然后用管 2 采集五个影像。界面右方指示当前正在工作的管。

2. 确保两根管采用完全相同的能量设置。

3. 如果所采集影像的曝光水平不在默认范围内，系统便显示相应的提示。

4. 如果提示中显示的偏差仅非常细微，您不应调整能量设置。

影像校正

采集所有白影像后，系统会储存每根管的本底偏移影像、增益影像和坏点分布影像。在采集 X 射
线影像时，上述影像用于执行影像校正。 

请参见第 409 页。

对比度和窗位设置

您可根据提供的直方图（基于 0 到 65,535 的灰度值）调整 X 射线影像的灰度分布。请参见第
215 页。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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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采集试验 X 射线影像

一般信息

Test Acquisition 选项卡包含各种校正设置，您可从中采集试验影像以验证 X 射线影像质量和平
板精确度等。

在 Test Acquisition 向导中，不允许采集 X 射线影像用于患者摆位。所有其他医学指征由医学
专家负责（例如确定患者呼吸时的肿瘤边缘）。

警告

请勿将在 Test Acquisition 页面中采集的 X 射线影像用于患者摆位。

Test Acquisition 选项卡

图 154 

如何采集影像

步骤

1.
在 X-Ray Source 下，选择要在影像采集期间接受评估的平板（Tube 1、Tube 2 或 Du‐
al）。

2. 您现在可以按平常方式采集 X 射线影像。请参见第 85 页。

如何应用/删除校正

步骤

1. 在 Use Corrections 下，选择应将哪个校正值应用于当前的 X 射线影像。

2. 这些校正值是基于之前采集的校正影像（请参见第 322 页）。

附加的校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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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调整对比度和窗位设置

步骤

1.
要改善显示效果，可使用提供的 Enhance Contrast 滑动条调整所采集影像的对比度（见
第 215 页）。

2. 您可根据提供的直方图调整 X 射线影像的灰度分布。更多信息见第 215 页。

3. 通过选择 Image Processing 区域内的 Invert，您可以显示负像。

保存和加载影像

选项

Save 可将采集的 X 射线影像保存为包含元信息的原始影像数据。

Load 可加载储存的扩展名为 *.his 或 *.sequence 的 X 射线影像，以用于比较等目的。

警告

要将 Test Acquisition 页面内采集到的 X 射线影像储存到患者文件夹，您必须手动将其保存到
该文件夹。

如何采集序列

步骤

1. 在 Acquisition Type 下选择 Sequence 并确定要采集的 大帧数。

2. 选择您想要的射线源 Tube1/Tube2/Dual。

3. 序列采集期间按住按钮不放（每采集一个影像可听到一声蜂鸣）。

4. 随时释放按钮以停止采集。

5. 使用所显示 X 射线影像下方的滑块在所采集序列之中导航。

如何将预设传送至发生器

步骤

1. 从 Generator Presets 列表中选择想要的 Preset。

2. 单击 Set Parameters 将预设传送至发生器。

如何将发生器设置储存到预设

步骤

1. 在 Generator Presets 下选择要更新的 Preset。

2. 单击 Store Parameters 将当前的 Generator Settings 复制至预设。

剂量面积乘积

和影像强度一样，剂量面积乘积也可按需要或法律要求计算和显示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
Brainlab 服务部执行额外的系统校准和测量。

剂量面积乘积以微戈瑞 * 平方米为单位显示，并且是针对以调整后的 X 射线生成器设置获取的影像

而算出。剂量面积乘积并不考虑位于 X 射线管后的 X 射线场内治疗床面或其他附件的过滤作用，
但考虑了患者护罩、准直仪和地板机盒的过滤作用。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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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设置默认的 X 射线校准体模位置

如何确定适合的位置

步骤

1.
在开始 X-Ray Calibration Phantom Position 功能之前，将 ET X 射线校准体模放在治
疗床上并执行试验 X 射线采集（见第 324 页）。

2.

由此您可以确定能使体模标记（每个平板八个）显示于所采集 X 射线影像中的位置，如下
图所示：

3.

单击 Calib.Position 以在此对话框中定义 X 射线体模的位置：

4. 单击对话框中的 Store Current 储存本位置，该位置在执行 X 射线校准时使用。

注: 仅在之前摆义的 X 射线校准体模位置不便于两个平板的校准时（即体模位置不能确保每个成
像轴的 8 个体模标记的可视性），才应使用本功能。
 

附加的校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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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标记

除了每个成像轴校准所需的 8 个圆形体模标记外，您在影像中还将看到一些因视角倾斜而外形扭
曲的标记。这些标记仅为其他成像轴校准所需，因此无需在当前校准影像中显示。

① ②
图 155 

编号 组件

① 精确检测到的用于校准的环形标记

② 此成像轴的校准无需标记的斜视图

ExacTrac X-Ray 地面机盒

由于系统设置不同，校准 X 射线组件可能需要改变 ExacTrac X-ray 校准体模的默认位置。这是
为了确保在校准期间所有八个标记均可见。

如果无法使所有八个标记均可见，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系统设置问题，可能需要在校准体模上额外插入一枚塑料螺钉才能确保在校准
期间所有八个标记都可见。

图 156 

注: 采用地面 X 射线管的系统视野稍小，因此在确定 X 射线校准体模位置时需要特别小心。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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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Varian Exact/ETR 治疗床的治疗床校准

一般信息

System Settings 选项卡中提供的功能 Couch Calibration 可用于配置治疗床以适当的速度移
动，实现平稳的加速和减速。 

• 本功能仅适用于与 Exact 或 ETR 治疗床配套的自动治疗床摆位装置。（对于 TrueBeam 系统，
本功能虽在软件中可看到，但无法也无需使用。TrueBeam 治疗床已经过内部校准，因此无需执
行本步骤。）

• Brainlab 建议在发生治疗床移动问题时执行治疗床校准。如果难以进行治疗床校准，那么向治
疗床增加一些重量会有所帮助，例如，在治疗床校准期间坐在治疗床面上。

警告

为了确保患者安全，每次对直线加速器进行重大维修或升级后都应执行治疗床校准。

Couch Calibration 对话框

图 157 

如何为治疗床校准做准备

步骤

1. 单击 System Settings 选项卡中的 Couch Calibration 以打开治疗床校准对话框。

2. 将 ET 等中心体模置于治疗床面上。

3.
使用体模上雕刻的 Right、Left、Gantry 以及患者符号作为指导，使体模与机架正确对
齐。

4.
• 如 Status Monitor 加窗所示调整治疗床位置。

• 要到达所示的位置，先将治疗床左移再后移， 后才将其下降至所需位置。

5.
• 确保在 Left Camera 和 Right Camera 视图中检测到并显示体模的所有五个标记球。

• 这些标记在整个校准程序中都必须处于摄像头视野之内。

附加的校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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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执行治疗床校准

步骤

1. 要校准 x、y 和 z 轴，单击 Start Calibration 然后按治疗床控制柄上的启用按钮。

2.
治疗床此时应从“-”横向移至“+”（见第 293 页）、朝向机架纵向移动，以及垂直向上
移动。

3. Ok 按钮激活后（校准成功后），按该按钮确认校准。

如何校准旋转

如果您的治疗床支持旋转，可通过按 Start Rotation Calibration 以相同的方式执行旋转校准。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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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远程实时访问 ExacTrac 工作站

19.6.1 访问 ExacTrac 工作站

一般信息

ExacTrac 随附的可选 VNC 软件允许医师从远程计算机登录以批准影像融合。医师不再需要亲临
ExacTrac 工作站。 

要求

• 速度至少为 100 Mbit/s（建议 1,000 Mbit/s）的现代网络基础设施

• 从远程计算机到 ExacTrac 工作站的网络入口（包括合适的防火墙和路由设置）

• 远程实时访问 ExacTrac 工作站的标准程序

初始步骤

步骤

1. 按正常方式启动 ExacTrac，然后继续执行操作直到影像融合界面出现。

2. 通知有关医师要批准影像融合。

如何从远程工作站建立连接

步骤

1. 医师现在可以单击桌面上相应的图标以启动远程工作站上的 VNC 软件。

2. 此时，远程工作站上显示连接界面，按 Connect 激活连接设置。

图 158 

警告

只有 Brainlab 支持人员在远程工作站上安装的 VNC 客户端软件才能用于建立 ExacTrac 工作站
连接。

远程实时访问 ExacTrac 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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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 ExacTrac 确认连接

步骤

1.

ExacTrac 工作站上随之显示以下消息：

2.
在 ExacTrac 工作站的操作员此时必须按 Accept 才能授权医师远程访问 ExacTrac 工作
站。

如何输入登录密码

图 159 

步骤

1.
要从远程工作站连接至 ExacTrac 工作站，医师必须在此时显示的提示中输入医院网络管
理员提供的 VNC 密码。

2. 按 Log On 激活 ExacTrac 工作站访问。

远程访问视图

远程工作站上此时显示以下视图。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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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0 

如何执行远程融合批准

医院应制定一套处理融合批准的程序（例如上文提及的电话呼叫）。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医院网络
管理员或 Brainlab 支持人员。

步骤

1.
医师现在可以使用鼠标和键盘远程审查影像融合，并使用 Approve 按钮批准融合（见第
201 页）。

2. 在 ExacTrac 工作站的操作员也可以使用鼠标和键盘在影像融合界面上执行操作。

注: 也可以直接在 ExacTrac 工作站或可选的 IGRT 准备和审查工作站上以离线方式一次性批准多
个治疗的影像融合（见第 334 页）。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VNC 软件仅可用于执行影像融合。禁止远程执行自动治疗床摆位或门控等 ExacTrac 功能。

警告

审查并批准影像融合后，医师必须关闭远程连接才能继续如常通过 ExacTrac 执行摆位。

警告

远程访问期间，您在使用覆盖功能时可能会发现轻微的系统响应延迟。如果发现可疑之处，必须直
接在 ExacTrac 工作站对融合进行验证。

远程实时访问 ExacTrac 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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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审核患者数据
20.1 治疗审核、重播和批准

一般信息

Review/Replay 选项卡可在初始界面中找到。您可以：

• 将治疗加入队列以便进行审查（请参见第 338 页）

• 审核和重播治疗（请参见第 341 页）

• 生成相应的打印输出（请参见第 335 页）

Review/Replay 选项卡

图 161 

审核患者数据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333



20.1.1 治疗审核选项

审核选项

在 Review/Replay 选项卡中审查患者治疗有多种方式：

选项

Printout... 和 Summary...：显示包含治疗数据的 PDF 文件（参见以下章节“生成治疗报
告”）。

Create Queue ... 和 Refresh Queue：将已完成的患者治疗加入队列，以便审核、批准和/或使
用 Dicom RT 导出至 Record and Verify 系统（请参见第 338 页）。

Review... 和 Replay...：审核已完成的影像融合或重播已完成的治疗步骤，例如用于验证 X 射
线成像的精确度（请参见第 341 页）。

这些功能可以通过标准 ExacTrac 软件来执行，或在可选的准备/审核/分配工作站中执行（请参见
第 57 页）。

治疗审核、重播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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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生成治疗报告

可用报告

可针对当前所选患者生成两个治疗报告：

• 一份包含您已经完成的治疗的详细摆位信息的完整报告。

• 一份针对该患者已完成的所有治疗分次的包含计算的校正值（平移和/或旋转）的摘要报告。

两份报告都以 PDF 格式提供，可以根据需要保存和打印。

如何访问详细报告

要访问详细报告：

步骤

1. 从 Review/Replay 选项卡的校正列表中选择您想要打印的已完成校正。

2. 单击 Printout...。出现 Print Preview 对话框，显示 终报告的预览。

3.

通过选中或取消选中 Printout Options 区域中的相应复选框，选择您想要将哪些细节包
含在报告中。

4. 完成选择后，单击 Apply Changes。预览文件将更新，以显示您的选择。

5.
要打印报告，单击 Print document...。

要将报告保存为文件，单击 Save document...。

详细报告的内容

每页的标题显示治疗日期、计划日期、患者姓名、患者 ID 以及等中心编号。

治疗报告前面的 Procedures 列表中列出了用于计费目的的特定项目：

项目 注释

IR-based Stereotactic Positioning
当使用 ExacTrac 对患者进行摆位时，该项目始终被选
中。

IR Patient Monitoring
此程序表示第一次达到 OK 状态后自动 IR 监测的历
史。

审核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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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注释

Video Verification 选中此程序以使用视频验证比较参照和实时影像。

X-ray Correction / Verification
此程序代表 X 射线的校正和验证性能。同时此程序也包
含 X 射线监测。

X-ray Monitoring Standalone
仅在您具有 X 射线监测独立许可证时此程序才会被选
中。在此情况下，患者不是通过 ExacTrac 进行的摆
位。

Cone Beam Correction 选中此程序以使用 CBCT 对患者进行摆位。

Automatic Treatment Beam Interlock
当 X 射线监测检测到的患者移动以激活治疗射束连锁
时，选中此项。

Couch Top Pitch/Roll Correction
如果执行患者摆位（包括纵翻和侧翻校正），选中此项
目。

Couch Auto Rotation 选中此项以自动执行垂直治疗床角校正。

如何访问摘要报告

要创建仅包含校正值（平移和/或旋转）的报告：

步骤

1. 在 Review/Replay 选项卡中选择您想要为其生成摘要报告的患者和等中心。

2. 单击 Summary...。出现 Print Preview 对话框，显示 终报告的预览。

3.

通过激活或取消激活 Printout Options 区域中的相应复选框，选择是否在报告中包含签
名行或验证。

4. 完成选择后，单击 Apply Changes。预览文件将更新，以显示您的选择。

5.
要打印报告，单击 Print document...。

要将报告保存为文件，单击 Save document...。

摘要报告的内容

每页的标题显示治疗时间段、患者姓名、患者 ID、计划日期、等中心和指定的医生。

摘要部分包括：

治疗审核、重播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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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所选等中心执行的所有校正位移

• 患者所有等中心的 X 射线曝光

• 所有等中心的剂量面积乘积（可选）

剂量面积乘积

如果法律要求或客户需要，可以在摘要报告中计算和打印剂量面积乘积。因此，必须由 Brainlab
服务人员进行额外的系统校准和测量。

剂量面积乘积以微戈瑞 * 平方米为单位显示，从开始治疗到摘要报告日期之间所有等中心产生的

乘积将进行汇总。剂量面积乘积并不考虑位于 X 射线管后的 X 射线场内治疗床面或其他附件的过
滤作用，但考虑了患者护罩、准直仪和地板机盒的过滤作用。

审核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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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将已完成的患者治疗加入队列以便进行审核

患者治疗选择

图 162 

选择患者治疗

步骤

1.
在 Review/Replay 选项卡左上角的下拉列表中（请参见第 333 页），选择保存所需的患者
数据的本地源目录。

2. 如有必要，在 Filter 字段中输入一个搜索字符串，以便仅显示满足指定条件的患者。

3. 从左侧的患者文件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患者文件。

显示的患者数据

现在针对所选患者显示有关已完成的程序、扫描日期和计划日期以及审核状态的相应信息。

图 163 

其他信息

还显示有关已选择的患者数据的其他信息：

图 164 

从治疗计划系统导入的备注显示在 Patient Information 中。

其他备注可输入右侧的字段中并使用 Save 进行确认。

治疗审核、重播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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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单项治疗加入队列

步骤

1.
如果所选患者治疗包含校正位移，可通过按 Review/Replay 选项卡中的 Add to Queue 将
该治疗加入审核队列。

2. 加入队列的治疗现在显示在 Queued Corrections 字段中（请参见第 339 页）。

如何将多项治疗加入队列

步骤

1.

如果您想将多项治疗添加到队列中，按 Review/Replay 选项卡中的 Create Queue ...。
将显示 Create Review Queue 对话框：

2.

接着您可以根据以下条件过滤待添加到队列中的已完成治疗：

• 日期

• 保存路径

• 摆位信息

• 适应症

您还可以决定是否包含已经审核和/或已经使用 Dicom 导出至 Record and Verify 系统的
校正。

3.
单击 Queue... 后，系统会搜索与您指定的条件相匹配的数据，添加适当的治疗到列表
中，并在消息框中指出找到了多少个相匹配的治疗。

管理治疗队列

图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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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单击 Remove 可删除单项治疗。

单击 Remove All 可删除所有已加入队列的治疗。

单击 Review Queue...，审核加入队列的所有治疗（见第 341 页）。

单击 Export to R&V 可将摆位 X 射线影像、CBCT 和 DRR 导出至 Record and Verify 系统。

治疗审核、重播和批准

340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20.1.4 审核与重播

如何审核校正数据

步骤

1.
要审核用于患者治疗定位的位移，按 Review/Replay 选项卡中的 Review（对于单个患
者）或 Review Queue...（对于多个患者）（请参见第 333 页）。

2.

现在显示来自相关 X 射线校正的数据。

3. 使用影像覆盖功能（请参见第 205 页）来验证融合是否正确。

4. 激活 Apply Shift 可查看在影像融合期间执行的影像位移。

5. 如果位移从临床角度看是可接受的，激活 Check to Approve Shift 进行确认。

6.
如果您已经使用 Review List 功能激活了治疗审核，您现在可以按 Next 审核并批准下一
项治疗。

7. 要返回 Review/Replay 选项卡（请参见第 333 页），按 Done。

8. 已批准的患者治疗现在显示为已审核（如果已在患者列表中选择了的话）。

审核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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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播 X 射线校正/验证影像

步骤

1.

单击 Review/Replay 选项卡中的 Replay（请参见第 333 页）可加载所选患者，并显示已
经完成的摆位步骤。您可以查看并修改患者数据，如同治疗正在实时进行一样。

2.

您可以验证所采集的 X 射线影像、影像融合及校正位移。

植入式标记显示在治疗期间所使用的位置上。

3. 在每一个病例中，要移至下一个已完成的步骤，按 Next。

4. 要返回 Review/Replay 选项卡（请参见第 333 页），按 Finish。

治疗审核、重播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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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X 射线校正/验证影像重播的安全注意事项

在重播模式下为影像融合定义的感兴趣区域被保存并用于下一个治疗分次。定义的感兴趣区域不正
确可能导致自动影像融合不正确。

如何重播锥形束 CT 校正影像

步骤

1.

在 Review/Replay 选项卡中选择一位患者：

如果已对所选患者进行了锥形束校正（在 Procedures 部分标出），则 Replay... 按钮被
激活。按 Replay... 检索 CBCT 数据。

2.

如果未在本地找到 CBCT 数据，系统会显示一个对话框，询问是否从 R&V 中检索数据。

审核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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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如果用于校正的 CBCT 数据与已加载的 CBCT 数据不匹配，则显示一条警告。

4.

检索 CBCT 数据后，您可以定义锥形束 CT VOI（请参见第 227 页）。

治疗审核、重播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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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按下 Next 后，系统将显示 Replay:Cone-Beam-CT / CT Fusion 页面（见第 232 页）。

注: ExacTrac Replay 和 ARIA Offline Review 中显示的位移可能不同。这是因为
ExacTrac 将 CT 与 CBCT 匹配，而 ARIA 将 CBCT 与 CT 匹配。因此，这些值具有相反的
符号。此外，ARIA 可能只显示 3 或 4 个值而非 6 个值，且平移值可能以厘米而非毫米
显示。如果使用 ExacTrac Robotics，ARIA Offline Review 和 ExacTrac 审核中显示的
值可能不同，因为 Varian 系统未明确 ExacTrac Robotics 执行的倾斜校正。
 

6. 按 Cancel/Finish 可返回 Review/Replay 选项卡。

CBCT 重播中的限制

请注意以下限制：

• 不可以进行任何批准

• 不可与植入式标记融合

• 不可与支架融合

• 不具有审核功能，包括批准已经过 CBCT 校正的患者

审核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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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使用 ARIA Offline Review 进行审核

如何将患者数据导出至 ARIA Offline Review

治疗期间或多次治疗期间采集的所有患者相关影像也可以在 ARIA Offline Review 中审核和/或存
档。

步骤

1. 按照第 339 页上关于“如何将多个治疗加入队列”的说明将患者数据导出至 ARIA 系统。

2.

单击 Export to R&V。

现在，数据可用于 Offline Review（关于如果使用 Offline Review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Varian Medical Systems 的 Offline Review 参考指南）。

根据成像模态的类型，Offline Review 中有不同的可用功能：

• X 射线影像和 X 射线/DRR 融合的有限功能

• CBCT 影像的完整功能

采用 ARIA Offline Review 来审核 ExacTrac 患者数据的限制

• 对于 X 射线/DRR 融合，仅能审核覆盖。没有使用 ARIA Offline Review 执行离线融合的选
项。

• Offline Review 始终需要一对 X 射线影像。由此可发送 X 射线校正、验证和监测影像。

• 用于 X 射线校正、验证或监测的位移显示在 DRR 影像的右下角，但在 ARIA Offline Review
中未作为数值表示。

• 审核 CBCT 影像：ExacTrac Replay 和 ARIA Offline Review 中显示的位移可能不同。为方便
直接比较，请选择以 IEC 61217 标度显示值。

注: 导出至 ARIA Offline Review 的影像融合（X 射线）始终显示理想的融合。如果应用至治疗
床的位移受影响，则影像融合不能表示患者的治疗位置。这种情况下，DRR 将贴上以下标签：
Compromise Tilt Angle Applied.DRR does not represent applied shift.(Applied compromise
angles in parentheses) [应用的倾斜角度受影响。DRR 不能表示应用的位移（已应用括号中的影
响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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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导入、导出和备份患者数据
21.1 Import/Export 选项卡

一般信息

Import/Export 选项卡可在初始界面中找到。患者数据可以：

• 从 DICOM RT 导出至 ExacTrac（请参见第 348 页）。数据导入完成后，必须根据所选患者的
指征修改默认患者设置，以使患者做好治疗准备。

• 导出成 PDF 报告或导出为 CSV 文件（请参见第 356 页）。

• 备份和恢复（请参见第 357 页）。

Import/Export 选项卡

图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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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从治疗计划系统导入数据

如何导出至 ExacTrac

计划系统 如何导入数据

iPlan RT Dose

使用在 iPlan RT 的导出向导中为 ExacTrac 配置的 DICOM 导出
功能。

详细信息请参见《iPlan RT 临床用户指南》。

第三方计划
通过 DICOM RT 链接，将整个放射治疗计划（DICOM RT 计划）
（包括 CT 和轮廓数据）传输至 ExacTrac。

具有相应许可的 ExacTrac 可识别来自第三方治疗计划系统的已摆位数据集（如：使用 Brainlab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扫描的患者）。您必须确认收到的数据在 ExacTrac
中按照无框架工作流程使用，并且使用 Brainlab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对
患者进行了扫描。需要进行批准。

警告

确保将正确的治疗计划导出至 ExacTrac。如果基于已定位的数据集进行治疗计划，未定位的计划
被导出，这可能会导致危险的旋转误差。

警告

确保等中心和计划数据从同一治疗计划系统导出至直线加速器和 ExacTrac。

警告

确保在导入过程中您没有覆盖所需的患者数据。覆盖后将无法找回丢失的数据。

数据流工具

从治疗计划系统到 ExacTrac 的 DICOM 计划数据流使用不同的软件工具，以便自动接收、转换和
导入患者计划到 ExacTrac 中。该工具链需要由 Brainlab 服务人员进行配置。

更新/维护 iPlan Net 服务器后，确保配置仍然有效，且来自不同治疗计划系统的自动计划导入仍
在进行中。否则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如何导出至 Varian 直线加速器上的 ExacTrac 和 MOSAIQ

如果您正在 Varian 直线加速器上使用 ExacTrac 和 MOSAIQ，其中 ADI 已建立，则必须将计划从
治疗计划系统导出至 ExacTrac 和 MOSAIQ 中。

当计划被导入 MOSAIQ 中时，其将被修改并成为一个新计划。ExacTrac 使用通过 ADI 收到的
DICOM Plan UID 和射束编号在其本地 DICOM 计划中搜索信息。不可以直接在两个不同的计划（在
ExacTrac 上以及在 Varian 治疗应用程序上的计划）中搜索：

从治疗计划系统导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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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7 

ExacTrac 使用射束映射程序在两个计划（计划 A 和计划 B）的射束之间重新建立连接（请参见第
122 页）。对于计划 B 中的每一个射束，根据治疗床角度、机架旋转、DICOM 等中心坐标和射束名
称搜索计划 A 中的相应射束。

在 MOSAIQ 中修改计划会导致生成一个新计划（计划 C），这将使现有的射束映射无效。在此情况
下，您必须再次执行射束映射。

如果使用 iPlan RT：

无论何时需要更改计划，必须在 iPlan RT 中更改，且计划需要再次导出至 ExacTrac 和
MOSAIQ。为确保 MOSAIQ 中的每个射束都是唯一的，每次从 iPlan RT 导出相同（但经过修改）的
计划，CourseID 必须增加。在 iPlan RT 中执行导出程序期间，可以在 Export Parameters 选项
卡中修改 CourseID。对于 MOSAIQ 和 ExacTrac 导出，CourseID 必须相同。执行导出后，必须重
复进行射束映射。

导入、导出和备份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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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使用 Dicom RT 导入

使用 DICOM RT 导入治疗计划

如果您在 Import/Export 选项卡中选择了 From Dicom RT，ExacTrac 将找到第一个 DICOM 患者
档案，并打开 DICOM Plan Browser 对话框。这样您便可以选择感兴趣的 DICOM 计划，并在引导
下完成数据导入过程。

注: 如果您想在 DICOM 患者列表中看到已经导入的计划，请激活 Show already imported
Plans。
 

DICOM Plan Browser 对话框

图 168 

如何导入治疗计划

步骤

1.
在对话框左上方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保存所需的患者数据的 DICOM 档案。选择 DICOM 档
案后，ExacTrac 会搜索治疗计划。（这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具体取决于档案大小。）

2. 如有必要，在 Filter 字段中输入一个搜索字符串，以便仅显示满足指定条件的患者。

3. 从左上方 DICOM Patients 区域的患者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患者。

4.
从右上方 DICOM Plans 区域的治疗计划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计划。您可以在该区域中选择多
个计划，这些计划将被依次导入。

5.
通过查看 Additional Plan Information 区域中的额外信息，确保您选择了正确的治疗计
划。

6.

检查确保所选计划的导入结果不标注有 DONE、OK 或 WRN。

在这些情况下，计划已经导入，您不能再次导入，以避免 ExacTrac 中的计划重复。要重
新导入此类计划，首先在 Import/Export 选项卡中删除该计划。

7. 要导入所选的治疗计划，按 Import。进度条显示治疗计划的导入状态。

8. 当进度条消失且治疗计划导入结果为 OK 时，可确认导入成功。

从治疗计划系统导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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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DICOM 计划内容

DICOM Plan Browser 对话框在 Additional Plan Information 区域显示其他计划信息，以便核对
当前关注的计划。如果该信息不够，您可以单击 Show Dump 显示整个 DICOM 计划内容。这将显示
DICOM 标签和数值的列表。

显示转换日志

要找到转换期间出现错误或警告的原因，单击 Show Log。这将显示转换日志文件的内容。

DICOM RT 导入结果

结果值 说明

<空> 治疗计划尚未导入。

DONE

治疗计划已经导入并可由 ExacTrac 使用。

不允许进行第二次导入以避免 ExacTrac 中的计划重复。要再次导入该
治疗计划，首先在 Import/Export 选项卡中删除该计划。

OK 治疗计划已成功导入。

ERR
导入治疗计划期间出现了错误，计划未导入。单击 Show Log 显示导入
日志输出。

WRN

这些是导入治疗计划期间出现的警告。尽管如此，计划已被导入并可以
加载。单击 Show Log 显示导入日志输出并检查出现的警告。

在首次打开患者时也会显示这些警告。

在运行时显示转换输出

如果无法通过查阅转换日志文件找到转换问题，ExacTrac 可在运行时向您显示转换输出。可以选
择 Show Converter Output 单选按钮激活该功能。在下一轮转换时，ExacTrac 会显示运行时的转
换输出而不是进度条。

导入、导出和备份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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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自动计划导入

自动治疗计划导入

只有在系统经过适当配置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自动治疗计划导入。

注: 数据导入 长可能花费 15 分钟时间。
 

图 169 

如何继续导入

在计划被导出至 ExacTrac 后，导入过程自动开始。所有转换都接连进行。如果导入成功，患者出
现在 Select Patient 选项卡的 Patient List 中。

注: 患者设置需要在首次治疗前进行设置。
 

注: 如果 15 分钟后患者未出现在 Patient List 中，手动执行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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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DICOM

DICOM 符合性

ExacTrac 使用 DICOM 3.0 作为第三方系统之间的传输协议。DICOM 促进了不同供应商系统之间的
一般互操作性。用于 ExacTrac 的 DICOM RT（放射治疗）是 新的 DICOM 对象子集，该子集用于
处理特定数字影像、图形和非影像数据在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的传输。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新的 DICOM 符合性声明 (www.brainlab.com/dicom)。

Brainlab 执行的 DICOM 配置决不能保证互操作性始终正确。用户必须核实其设备完全可操作并产
生精确的结果。

仔细审核从第三方计划系统导入的影像、结构形状和等中心。由于 DICOM 标准的性质，在传输过
程中一些对象可能被修改或被意外更改，因为不同 TPS 供应商之间对 DICOM 标准的解释不同。

在 ExacTrac 内手动导入患者可触发一则警告，该警告指出所选 RTPLAN 的患者姓名与所显示姓名
不同。如果 DICOM 档案包含至少 2 个具有相同患者 ID 但患者姓名不同的患者，那么上述情况便
会发生。ExacTrac 将该患者 ID 视为唯一，并将所有具有相同患者 ID 的患者视为同一患者。因
此，显示的患者姓名可以与原始姓名不同。这不会影响或改变实际的治疗计划。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在成功进行影像、轮廓和等中心导入转换后，核实转换的对象的位置是否合适。

DICOM 本身不能保证互操作性。但是，符合性声明促进了对支持相同 DICOM 功能的不同应用程序
之间互操作性的一级验证。应结合 DICOM 标准对符合性声明进行阅读和理解。

根据 IEC 62274“Safety of radiotherapy Record and Verify systems”第 6.6 章“Data
acceptance”，只有在操作员确认已经审核了数据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后，治疗机器设置数据和其他
患者治疗数据才可用于治疗用途。

化名患者是您的 DICOM 导入档案中具有相同患者 ID 但姓名不同的患者数据。

设备验证

根据 IEC 62266“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DICOM in radiotherapy”第 11 章
“Caution to Users”，放射肿瘤学设备的购买者必须验证其设备是否可与其他设备正确地通信并
成功使用 DICOM 协议和定义传输信息。

导入、导出和备份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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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轮廓导入

一般信息

将 DICOM 轮廓信息从第三方系统导入 Brainlab 系统时，轮廓将被转换。这意味着原始 DICOM 轮
廓与 Brainlab 系统中显示的轮廓之间可能存在偏差，具体取决于轮廓的大小和形状。

安全注意事项

在数据导入过程中，当 DICOM 轮廓数据被转换时，DICOM 轮廓可能会变形，甚至可能会消失。很
小的结构，尤其是包含一两个像素的结构可能会受到影响，例如神经束、其他较小的危及器官
(OAR) 或植入式标记。

警告

在 DICOM 数据导入过程中，非常小的结构（如包含一两个像素的神经束、其他较小 OAR 或植入标
记）尤其可能被更改、发生位移，甚至可能会消失，具体取决于相关轮廓的大小。如果 OAR 或
PTV 被修改，这可能会导致患者治疗不正确。务必验证导入的 OAR 或 PTV 的形状。

导入 DICOM 对象轮廓的解析度低于实际影像的解析度。由于舍入误差、系统性像素偏移和影像处
理例程（如平滑化、插值或采样解析度变化），从第三方系统导入后，轮廓的精确度可能会偏离影
像数据。因此，单个工作流程中的导入/导入转换数量应保持在 低程度。

警告

您必须验证降采样的轮廓和等中心的位置是否合适，以及是否保留了正确的大小、形状和容积。如
果 ROI 的轮廓不正确，则对其取消选择。就 OAR 和 PTV 而言，这尤其重要。

在 DICOM 与 DICOM 标准系统之间执行往返转换时，结构可能会系统性地变形。请防止直接或间接
往返转换，以便将出现这种问题的可能性降到 低。

从治疗计划系统导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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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等中心导入

安全注意事项

等中心坐标以不同的规则导入和显示。因此，ExacTrac 显示的等中心坐标可能与 TPS 显示的不
同。有关不同规则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60 页。

第三方系统中显示的等中心可能会偏离在 Brainlab 应用程序中显示的等中心。从第三方系统传输
数据可能会导致等中心的位置偏离影像中的重要标志。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包括舍入误差、系
统性像素偏移和影像处理例程（如平滑化、插值或采样解析度变化）。

警告

等中心编号决不能用于在 Brainlab 系统与第三方系统之间关联等中心和射束。为此，等中心名称
必须始终唯一且可以识别。

警告

如果有多个等中心，患者治疗可能会出错，因为等中心位置和射束设置的映射模糊不清。只有在映
射不模糊的情况下才允许进行患者治疗。为了正确地进行映射，必须至少可以获得以下项目中的一
项：DICOM 等中心坐标（单位毫米）、DICOM 射束名称。

导入、导出和备份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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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导出患者数据

21.3.1 导出数据

导出选项

Import/Export 选项卡的 Export 区域提供了两个导出选项：

• Reports：该选项允许您将所选的治疗数据导出为 PDF 报告。

• Summary CSV File：该选项可生成已完成的患者治疗的摘要文件。

这些功能可以通过标准 ExacTrac 软件来执行，或在可选的准备/审核/分配工作站中执行（请参见
第 57 页）。

如何导出数据

步骤

1.
在 Import/Export 选项卡左上角的 ExacTrac Folders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从中导出患者
治疗数据的患者档案。

2. 如有必要，在 Filter 字段中输入一个搜索字符串，以便仅显示满足指定条件的患者。

3. 从患者列表中选择具有治疗信息的患者。

4.

• 要导出相应的治疗摘要，按 Summary CSV File。导出完成后，会显示一个消息框，指出
CSV 文件被导出到的本地文件路径。

• 要开始导出为 PDF 报告，按 Reports。

5.

如果仅导出为 PDF 报告，会显示一个对话框：

该对话框允许您：

• 通过激活相应的复选框选择要导出的文件。

• 通过在 Define File Prefix 字段中输入一个关键字（从所显示的列表中选择），定义
导出文件的前 。

按 OK 开始导出。

6. 导出完成后，会出现一个消息框，显示所选导出文件被导出到的文件路径。

导出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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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备份患者数据

21.4.1 治疗数据备份和恢复

一般信息

在 Import/Export 选项卡中，您可以将治疗数据备份到外部文件夹上，并在随后需要时恢复。您
也可以进行匿名化处理以增加安全性。

如何备份治疗计划

步骤

1. 在 ExacTrac Folders 下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保存所需患者数据的本地源目录。

2. 在 External Folders 下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外部目标文件夹。

3. 如有必要，在 Filter 字段中输入一个搜索字符串，以便仅显示满足指定条件的患者。

4. 从左侧的患者文件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患者文件。

5. 通过查看 Patient Information 区域中的详细信息，确保您选择了正确的治疗计划。

6.
• 要将治疗计划拷贝到目标文件夹中，按 Backup Copy >>。

• 要将治疗计划移至目标文件夹，按 Backup Move >>。

7.

要同时拷贝治疗计划并对患者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按 Anonymize>>。系统会提示您输入
新姓名和 ID。

按 Anonymize... 创建匿名副本。

8. 接着系统会通过提示来确认备份成功。备份的文件被添加到界面右侧的备份文件列表中。

如何恢复患者数据

如果您需要恢复备份的数据，从界面右侧的备份列表中选择适当的文件：

• 按 << Restore Copy 从备份储存器中拷贝文件。

• 按 << Restore Move 从备份储存器中移动文件。

导入、导出和备份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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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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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维护
22.1 一般检查指南

一般信息

需要每月和每年进行检查以确保系统的安全性。

并非所有测试均可用，具体取决于您的系统设置。

监管背景

Brainlab 建议按照本章的说明执行周期性 ExacTrac 测试。测量方法和容许值基于适用标准 IEC
60601-1 和 IEC 62353。

间隔时间

间隔时间 执行者

每月 合格的临床人员

每年 Brainlab 支持人员或 Brainlab 授权支持人员

应定期维护和检查 ExacTrac 系统以确保功能性和安全性。

授权人员

只能由 Brainlab 和/或授权合作伙伴对系统和设备进行维修。

警告

设备不包含用户可自行维修的零部件。为避免触电，不要打开设备或装置外壳。所有维修工作应由
经过培训的技术人员执行或交由 Brainlab 进行。

预期使用寿命

Brainlab 为系统组件提供至少十年的维修服务。在此期间提供备件以及现场支持。

范围

安全性检查必须包括第 370 页下描述的所有项目。

由非 Brainlab 工作人员执行检查

安全检查必须由合格的工程师来执行，他们应当：

• 具备对医用电气设备执行安全性检查的资格。

• 熟悉产品安全信息和产品说明，并已阅读和理解用户指南。

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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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关于工伤和非工伤事故预防措施的 新当地法规。

• 在认为设备不安全的情况下，立即书面通知 Brainlab。

由 Brainlab 工作人员执行检查

• 如果客户现场没有具备适当资质的人员，则由 Brainlab 支持专家执行此项检查并收取一定费
用。

• 如需求助 Brainlab 支持专家，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部门。

安全性检查记录

• 复制一份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提供的说明。

• 记录检查结果。

• 将此作为检查记录留存。

一般检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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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年度检查要求

授权人员

仅允许 Brainlab 支持专家或 Brainlab 授权支持人员执行年度检查。

安排

• 如果购买了服务合同，Brainlab 将自动执行年度检查。

• 如果您没有服务合同，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请参见第 13 页）安排检查。

范围

本检查涵盖所有组件和功能以及第 368 页下描述的项目。

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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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测试文档

一般信息

Brainlab 建议记录所有测量值以用于比较。如果测量值与先前测量值相比存在较大偏差，则系统
可能出现故障。在此情况下，应与 Brainlab 支持人员合作完成进一步详细调查。

所需记录

测试方案必须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 执行机构的说明

• 执行测试的技术人员的姓名

• 序列号和准确的系统描述（版本）

• 测试说明和以下测试的结果：

- 目测

- 保护性接地电阻测试

- 接触电流测试

- 功能测试

• 整体评估

• 日期和签名

存档所有打印输出，并注意测试方案中的 高（ 危险）电阻抗。

一般检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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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每月和每年检查概述

每月检查

由合格的临床人员执行：

• 目视检查

• 对地漏电断路器测试

• 检查剂量面积乘积（具体取决于当地法规：在每月和每 3 个月之间）

• 影像质量

每年检查

由 Brainlab 支持人员或 Brainlab 授权人员执行：

安全性技术检查 (STI)：

• 目视检查

• 功能测试

- ExacTrac 机箱功能测试（包括对地漏电断路器测试）

- X 射线报警灯测试

- 连锁测试

一年两次检查

电气安全性测量：

• 保护性接地电阻测试

• 接触电流测试

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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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检查说明

22.2.1 目视检查测试（每月和 STI 期间）

一般信息

出于安全原因，在进一步检查之前，应对系统内的所有电位均衡导线的接头和接线进行定性验证。

确保 R&V 和 ExacTrac 具有相同的系统时间。

要检查的组件

• 应检查所有接头，以确保没有松动。

• 应检查所有电位均衡接线，以确保其未磨损或损坏，尤其是受到机械应力的接线（如：吊顶式监
视器臂内的接线）。

• 控制手柄。

电缆布线

以下组件每月检查一次：

组件 检查

电缆布线 目视检查（扭结、断裂）

ExacTrac 系统所有可接触的电缆和接头。

特别注意 ExacTrac 吊顶式监视器和 ExacTrac 控制手柄电缆。

标签

检查确保所有标记、标志和标签清晰可见且未受损，如：

• ExacTrac：型号标签

• X 射线发生器：型号标签

• 室内电源箱：高压危险！

• ExacTrac 控制台：阅读用户指南！

• 控制室电源箱：高压危险

• X 射线发生器：型号标签

• X 射线发生器：高压危险！

• 地面机盒：请勿踩踏！

• 治疗床面：Al 当量标签

外壳

检查所有机械零部件的完整性，包括（例如）：

• 所有相关附件都组装在一起。

• 所有所需文档都可用，如本用户指南。

• 所有风扇出风口均未被其他零部件挡住。

• 平板不松动。

• 红外摄像头不松动。

• X 射线盒盖（地面/地下）仍处于良好状态。

• 治疗床电子接口仍连接到位。

• 控制手柄盖未损坏。

• 控制台未损坏。

• 所有螺钉都紧固且不松动。

检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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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限位器

检查末端限位器（每年）：

• 确保外部螺母的扭矩为 35 Nm。

• 确保侧板与侧钢梁贴合。

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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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对地漏电断路器测试（每月和 STI 期间）

开始之前

警告

为保证隔离变压器在临床中的安全操作，必须每月测试一次对地漏电断路器的功能。

执行该测试之前，使用电源输入保险丝开关打开隔离变压器，并确保绿色 BUILDING POWER 指示器
亮起，表明电源可用。

测试按钮

①

图 170 

如何测试对地漏电断路器

步骤

1. 在变压器控制面板中，按测试按钮 ①（标注有 T）。

2. 确保立即切断输出电源且 SYSTEM OFF 按钮不再亮起。

如何测试剂量面积功能

注: 只有安装剂量面积功能才适用。
 

步骤

使用适当的测量设备测量剂量面积乘积。

在 X 射线场内安装设备。 简单的方法是在平板前安装设备。

该测试足以测试以下关键值：

左侧管 右侧管

40 千伏 40 千伏

80 千伏 80 千伏

140 千伏 140 千伏

测量数据必须在这些值的 25% 范围内。如果剂量面积乘积超出范围，Brainlab 服务人员必须重新
校准系统。

检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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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测试影像质量

ExacTrac X-ray 并非 X 射线诊断设备。ExacTrac 的影像质量并不足以进行诊断。

对于 IGRT，要确保足够的影像质量：

步骤

1. 重新校准系统。

2. 将用于进行验收的体模放置在治疗床上。在等中心内摆位体模。

3. 使用适当的体模患者开始 ExacTrac 摆位。

4. 开始 X 射线校正工作流程。

5. 转至融合页面并执行自动融合。

6. 使用检查框检查融合结果以确认融合结果是否正常。

7. 记下值。

8. 切换到手动融合，并在不同的位置将 X 射线影像移出范围大约 1 厘米。

9. 重新启动自动融合，并使用检查框检查融合以确认融合是否仍然足够。

10.
检查第一次融合的值与第二次融合的值是否相近（在任何方向 大为 1.5 毫米或层厚的一
半）。

11. 重复该过程数次。

12. 如果融合结果在此限制范围内，则影像质量能满足需要。

强烈建议采用从 CT 到摆位的端到端测试。

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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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安全性技术检查 (STI)

一般信息

测试 请参见

目视检查 第 369 页

电气安全性测量：

• 保护性接地电阻测试

• 接触电流测试

第 371 页

第 375 页

功能测试：

• ExacTrac 机箱功能测试（包括对地漏电断路器测试）

• X 射线报警灯测试

• 连锁测试

第 377 页

第 379 页

第 383 页

安全性技术检查 (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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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 目视检查测试（每年）

一般信息

有关如何执行该测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364 页。

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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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 STI：电气安全性测量

一般信息

定期电气安全测试应当由合格人员执行。该测试应包含以下项目：

• 目视检查（请参见第 364 页）

• 保护性接地电阻测试（请参见第371 页）

• 触摸电流测试（请参见第375 页）

• 对地漏电断路器测试（请参见第377 页）

• 功能测试（请参见第377 页）

如果无法可靠地保证电气安全性，系统必须相应地贴上标签，并书面告知医院或诊所潜在的危险。

测试的先决条件

安装后，ExacTrac 系统不应从电源或电位均衡网络中断开。

为进行测试，可能需要移除用于保护安装在患者环境中的设备的塑料外壳。

此外，数据线和电源电缆可能需要从待测试的设备上断开。

参考点

保护性接地电阻测试和触摸电流测试所需的参考点为治疗室内的标准电位均衡条或星形中性接地
点。

假定该参考点的电位与患者电位相同，因为治疗室中的所有其他系统或设备（如：直线加速器）也
使用该点作为参考。

安全性技术检查 (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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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 保护性接地电阻测试（每年两次）

摄像头系统：保护性接地电阻测试

Polaris 红外摄像头 Spectra 红外摄像头 用于 TrueBeam 的红外摄像头

保护性接地螺钉 ① 保护性接地螺钉 ① 保护性接地螺钉 ①

①

①

①

室内触摸屏监视器：保护性接地电阻测试

吊顶式触摸屏监视器 壁挂式触摸屏监视器

拉手 ② 固定螺钉 ③

②

③

ExacTrac 计算机机箱：保护性接地电阻测试

ExacTrac 计算机机箱 内架

前门上的保护性接地螺钉 ④

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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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rac 计算机机箱 内架

④

注: 如果 ExacTrac 计算机机箱外壳与内架隔离，外壳必须
参照其安装所在的室内的接地保护网络进行测试。此外，内
架的保护性接地接口需要参照治疗室的保护性接地排进行测
试。
 

④

地板机盒 － 保护性接地电阻测试

12" 地板机盒 17" 地板机盒 地面机盒

外盖固定螺钉（长）⑤ 金属圈 ⑤ 线槽侧面（压力！）⑤

⑤
⑤ ⑤

其他测试点

平板 发生器 2

保护性接地螺钉 ⑥ 保护性接地螺钉 ⑦

安全性技术检查 (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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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 发生器 2

①

⑦

什么是保护性接地电阻测试?

在保护性接地电阻测试期间，应测量定义的参考点与可接触的金属组件（摄像头、监视器臂、用户
面板、手柄、计算机机箱）之间的电阻抗，以便确保其进行了保护性接地。

测量值

• 初始测试和周期性测试的限值为 0.2 欧。例如，如果参考点与 ExacTrac 之间的电阻抗升高到

规定的水平以上，则必须减小电阻抗。

• 用于初始测试和周期性测试的测量设备必须能够将 200 毫安转换为 500 毫欧。断路电压不得超

过 24 伏。

执行保护性接地电阻测试

步骤

1. 从待测试的设备上断开电源电缆和数据线。

2. 确保电缆和设备之间没有接触。

3.

• 测量设备的保护性接地接口与治疗室内的电位均衡条或星形中性接地点之间的电阻抗。

• 如果无法获得自动测试设备，可通过将测试交电流输入保护性接地网络并测量电压降来
评估电阻抗。测试条件如上所述。然后通过以下公式确定电阻抗：

R
UMeasured

ITest
-------------------------=

方案示例

测试方案示例显示如下：

测量点 (MP) I测试电流 U测试电压 电阻抗（欧）

红外摄像头

（测量点 ①）

监视器

（测量点 ②）

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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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点 (MP) I测试电流 U测试电压 电阻抗（欧）

计算机机箱外壳

（测量点 ③ 或

④）

平板 1

（测量点 ⑤）

平板 2

地板机盒 1

（测量点 ⑥）

地板机盒 2

（测量点 ⑥）

X 射线发生器机箱 2

（测量点 ⑦）

安全性技术检查 (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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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 接触电流测试（一年两次）

什么是接触电流测试？

接触电流测试用于验证患者附近未连接到保护性接地线的组件是否已适当隔离。就 ExacTrac 系统
而言，该测试对非导电组件（如保护设备的塑料外壳）尤其重要。

• 当测量设备连接到此类组件时，感应电流不得超过规定的限值。

• 所选的测量设备必须满足 IEC 60601-1 中定义的标准。

开始之前

所有数据线和电源电缆必须重新连接，系统必须打开并完全可操作。

测量值

必须对每个组件进行 AC 测量。为此，可使用 IEC 60601-1 中说明的经过校准的万用表和适当的
测量设备：

模式 限值（患者附近） 限值（机箱外壳）

交流 100 微安 100 微安

测量设备记录

测量设备的型号和 ID 校准有效期至：

  

  

  

  

连接测量设备

步骤

1.
• 使用导电金属箔片（如自粘铜箔或标准的锡箔）将电缆从测量设备连接到测量点。

• 小金属箔片尺寸：20 x 10 厘米。

2. 将金属箔片粘贴到测量表面，或用金属箔片包裹待测试的组件。

3. 记录 高读数。

注: 有关完成接触电流测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测量设备随附的说明手册，或者参阅 IEC 60601-1
标准的相关内容。
 

方案示例

测试方案示例显示如下：

电流类型 红外摄像头 触摸屏 地面机盒 控制手柄 治疗床接口电子
元件

☐ 不适用 ☐ 不适用 ☐ 不适用

保护性接地排 交流 微安 微安 微安 微安 微安

系统维护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375



注: 如果 ExacTrac 系统通过自动摆位模块或门控制模块连接到直线加速器，则也需要对直线加速
器进行漏电流测量。请查阅直线加速器制造商文档以确定正确的测量点。这同样适用于与
ExacTrac 相连的任何其他医疗设备。
 

安全性技术检查 (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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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STI：功能测试

22.4.1 ExacTrac 机箱功能测试（每年）

一般信息

所有安全相关功能的功能测试必须由合格人员进行。必须特别注意报警信号的正确功能性。

开始之前

开始之前，请打开 ExacTrac 系统电源。测试期间，ExacTrac 系统会反复开关。因此，Brainlab
建议将工作站电源上的摇杆开关设置到 O 位置，从而保持工作站关闭。

ExacTrac 机箱功能测试

步骤

1. 验证 SYSTEM OFF 按钮是否可以关闭系统组件、ExacTrac 控制台和计算机机箱。

2. 验证按下测试按钮（标有 T）时对地漏电断路器是否切断电流。

3. 验证当电源输入保险丝开关设置到 o 位置（关闭）时，建筑电源是否从机箱上切断。

4. 验证将螺丝刀插入提供的 TEST 插槽时，建筑电源是否从机箱上切断。

5. 调整温度传感器至 10°C（ 低温度）并确保计算机机箱顶部的所有四个风扇均打开。

6. 将温度传感器调回 35°C。

系统维护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377



22.4.2 对地漏电断路器测试（每年）

一般信息

有关如何执行该测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366 页。

STI：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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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3 X 射线报警灯测试（每年）

检查范围

这些测试检查控制室和治疗室内报警灯的功能。

检查背景

当只要再进行一项操作（即来自控制台的用户许可）便可进行 X 射线扫描时，报警灯将被启用。
如果安装了 ExacTrac 控制台，曝光按钮亮起为绿色。

• ExacTrac 报警灯以 0.6 赫兹的频率闪烁。

• 对于自定义报警灯的性能，请参阅客户安装说明书。

检查要求

检查报警灯的状态：

• 当系统将灯设置为启用时。

• 当系统保持报警灯禁用时。

报警灯检查所需的工具

• 本测试需要运行 ExacTrac 软件。

• 一台记录设备，如笔记本网络摄像头（仅在无法从治疗室外看到报警灯时）。

检查准备

步骤

1.
如果您无法从室外看到治疗室内的报警灯，设置记录设备以便您可以看到治疗室内的报警
灯。

2. 启动 ExacTrac 软件。

报警灯检查和记录

根据下表所述进行测试，并在结果栏中标记“通过”或“未通过”。如果下表结果栏中的所有适用
测试均通过，则 ILK 检查通过。

报警灯目测

对于这些测试，观察报警灯并检查其是否产生预期作用。由于可以进行 X 射线拍摄时您不能在治
疗室内，因此可能需要在操作 ExacTrac 软件的同时记录治疗室内的报警灯的性能。

步骤 测试 结果

1.
在 ExacTrac 软件中，打开 X-Ray Test Acquisition 选项卡以便进
行 X 射线操作。如果两个报警灯均按 0.6 赫兹的频率闪烁，则测试
通过。

2.
在 ExacTrac 软件中，退出 X-Ray Test Acquisition 选项卡。如果
两个报警灯均关闭，则测试通过。

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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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4 外部 X 射线报警灯测试（每年）

检查范围

对于双发生器 CL（由 ExacTrac 版本 6.5 提供），您可以选择将外部（非 Brainlab）X 射线指
示灯连接到双发生器 CL 上。只有您的科室安装了此指示灯，才能进行这个测试。

这些测试检查控制室和治疗室内外部报警灯的功能。

检查背景

当执行 X 射线成像时，报警灯启用。

当 X 射线启动后，外部报警灯亮起约 5 秒钟。

检查要求

检查报警灯的状态。

报警灯检查所需的工具

该测试需要：

• 一个 X 射线双发生器 CL。

• 一台记录设备，如笔记本网络摄像头（仅在无法从治疗室外看到报警灯时）。

• ExacTrac 软件必须运行。

检查准备

步骤

1.
如果您无法从室外看到治疗室内的报警灯，设置记录设备以便您可以看到治疗室内的报警
灯。

2. 启动 ExacTrac 软件。

报警灯检查和记录

根据下表所述进行测试，并在结果栏中标记“通过”或“未通过”。

报警灯目测

测试期间，观察报警灯并检查其是否按照预期作出反应。由于在进行 X 射线拍摄时您不能在治疗
室内，因此可能需要在操作 ExacTrac 软件的同时记录治疗室内的报警灯的运行情况。

步骤 测试 结果

1.
在 ExacTrac 软件中，打开 X-Ray Test Acquisition 选项卡以便进
行 X 射线操作。如果在 X 射线拍摄时报警灯亮起约 5 秒钟，则通过
测试。

STI：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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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5 发生器电源指示灯测试（每年）

检查范围

对于双发生器 CL（由 ExacTrac 6.5 版本提供），您可以选择将外部（非 Brainlab）发生器电源
指示灯连接到双发生器 CL 上。只有您的科室安装了此指示灯，才能进行这个测试。

此测试检查控制室和/或治疗室内外部发生器电源指示灯的功能。

检查背景

当 X 射线双发生器开启时，发生器电源指示灯亮起。

检查要求

检查指示灯的状态。

指示灯检查所需的工具

此测试需要 X 射线双发生器 CL。

指示灯检查和记录

根据下表所述进行测试，并在结果栏中标记“通过”或“未通过”。

指示灯目测

测试期间，观察指示灯并检查其是否按照预期作出反应。由于在进行 X 射线拍摄时您不能在治疗
室内，因此可能需要在操作 ExacTrac 软件的同时记录治疗室内的报警灯的运行情况。

步骤 测试 结果

1. X 射线双发生器 CL 关闭。指示灯是否熄灭？

2. 开启 X 射线双发生器 CL。指示灯是否亮起？

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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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6 MV 射束抑制测试（每年）

检查范围

该测试用于验证 Elekta 直线加速器集成的 MV 射束抑制连锁是否功能正常。

检查背景

由 ET LIN 插板生成 MV 射束抑制连锁信号，然后通过电缆传播到 Elekta 直线加速器。在内部误
差导致风险增加之前，ET LIN 插板便可检测并指示内部错误。电子元件不能检测连接接口电缆中
的错误。

该测试用于验证互连电缆是否损坏以及 ET LIN 插板是否指示内部错误。

检查要求

可以在供检查 MV 射束抑制连锁处于活动或非活动状态时检测错误。对于该测试，必须进入两种状
态。

• 活动状态：设置 MV 射束抑制信号，以使直线加速器 MV 射束能够被激活。

• 非活动状态：清除 MV 射束抑制信号，以使直线加速器 MV 射束被锁定且无法启动。

MV 射束抑制检查所需的工具：用于观察机箱 LED 的任何摄录像机设备，如带网络摄像头的笔记本
电脑。

准备

如果未安装 Elekta MV 射束关闭功能，则该测试不适用。

对于该测试，必须在 ExacTrac 和控制室的直线加速器上输入某些操作工作流程步骤，同时必须观
察 ExacTrac 机箱中某些 LED。设置摄录像机设备以记录 ET LIN 插板的前面板 LED（STATUS 和
DIAG）。准备 ExacTrac 和直线加速器系统用于进行操作。

检查和记录

根据以下测试步骤中的描述执行测试，并在活动和非活动测试的“结果”列填写“通过”或“失
败”。如果所有测试均为 PASS，则总体测试为 PASS。

测试步骤

非活动测试：

在 ExacTrac 系统上对某个治疗执行患者摆位工作流程。确保 ExacTrac 系统显示错误的位置。尝
试在直线加速器控制台上启动 MV 射束。

如果满足以下要求，则测试步骤通过：

条件 通过标准 结果

ExacTrac 显示错误的位置 直线加速器 MV 射束被抑制
ET LIN LED STATUS 和 DIAG
熄灭

活动测试：

在 ExacTrac 系统上对某个治疗执行患者摆位工作流程。确保 ExacTrac 系统显示正确的位置。尝
试在直线加速器控制台上启动 MV 射束。

条件 通过标准 结果

ExacTrac 显示正确的位置 直线加速器 MV 射束可以启动
ET LIN LED STATUS 亮起且
DIAG 熄灭

STI：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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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7 连锁测试（每年）

检查范围

本测试包括 ExacTrac 机架电子元件的所有 ILK（连锁）线路，这些线路代表了 ExacTrac 运行的
关键控制信号。信号通过 ET ILK 插板正面的第 2 列和第 4 列 LED 的诊断 LED 图案显示。第 1
列和第 3 列的简单 DIO 信号不属于本测试的范围。

ILK LED 标记为 1 至 16：

LED 作用 LED 作用

1 EMO 9 MEL HW

2 DOOR 10 （保留）

3 XR WARNING 11 （保留）

4 XR EXPOSE 12 （保留）

5 NoCollision 13 （保留）

6 MEB TRT 14 MV IsOff

7 MEB CON 15 （保留）

8 SYS OFF 16 （保留）

检查背景

在正常情况下，系统仅通过 LED 关闭或显示绿色来显示有效的 ILK 状态。如果单个硬件出现故
障，在一种或两种预期状态中，相关的 ILK LED 变为红色指示，促使 ILK 始终禁用。

某些连锁可能在较短的过渡时间内显示红色 LED：ET 控制台的 X 射线按钮具有两个换向触头，当
您按该按钮时，两个触头依次闭合。如果您缓慢地按压该按钮，您将看到 EXPOSE ILK 变为红色，
然后变为指示曝光的绿色。另一个例子是 ET 控制手柄：如果您只按一个按钮，ILK MEB_TRT 将变
为红色，直到同时按下两个按钮。这些过渡反应是正常的，不被视为错误。

检查要求

测试非活动状态时出现错误：

• 状态非活动测试：

有意非活动状态时可能会发生更加细微的错误。在此情况下，错误不会改变系统操作，但也必须在
这项检查中进行检查并消除。

ILK 检查所需的工具

• 用于观察机箱 LED 的任何摄录像机设备，如带网络摄像头的笔记本电脑。

检查准备

• 一些测试可能不适用，具体取决于系统配置。确定在安装中未使用哪些 ILK 信号，并将其标记
为“不适用”。

• 对于某些测试，需要在控制室或治疗室内操作设备的同时观察 ILK 面板 LED。将网络摄像头或
摄录像机设置在 ET ILK 插板前方，用于记录 ILK LED 的反应。当您在控制室或治疗室中时记
录 LED，然后审核记录。

• 必须连接直线加速器，因为它是 ILK 信号的来源，具体取决于直线加速器的类型。

ILK 检查和记录

按第 384 页和第 384 页上的表格说明执行测试，并在结果那一列里标记通过或失败。如果下表
结果各列中的所有适用测试均通过，则 ILK 检查通过。

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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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架电子元件的 ILK 测试

可将电缆插在 ET ILK 插板上，对机架进行以下测试。插入接头和单线桥，对机架正面执行首批检
查。

LED ILK 名称 禁用测试 结果：LED 关闭

1 EMO_Gd 拔下 EXT ILK 接头。

1 EMO_Gd 拔下 Varian ILK 接头。

5 No_COL 拔下 Varian ILK 接头。

14 MV_IsOff

• 如果您的系统具有一个
ET ILK 射束状态扩展插
板，请拔下射束状态线
缆。

• 如果您的系统只有一个
ET ILK 插板，请断开
EXT ILK 接头。

在治疗室中执行 ILK 测试

对于以下测试，记录 LED 并在治疗室中执行测试。需要运行 ExacTrac 软件并进入工作流程中启
用 ExacTrac 控制手柄以允许用户移动的位置。

LED ILK 名称 关闭 LED 时的禁用测试 结果：LED 关闭

2a DOOR 打开门，穿过光栅等。

6b MEB_TRT
仅按控制手柄背面下部的
按键。

9c MEL_HW 无需其他步骤。

在以下设置条件下，单项测试可标注为“不适用”：

a 未安装门开关。

b 未安装 ET 控制手柄。

c 未安装 Varian 控制柄。

从控制室执行 ILK 测试

对于以下测试，记录 LED 并在控制室中执行测试。要求运行 ExacTrac 软件并进入工作流程中启
用 ExacTrac 控制台移动按钮（用于测试 LED 7）以及可以进行 X 射线拍摄（用于测试 LED 3 和
4）的位置。

LED ILK 名称 禁用测试 结果：LED 关闭

3a XR_WARN
退出 X 射线测试采集选项
卡。

4b XR_EXP
按 ET 控制台上的曝光按
钮（在其未启用的时
候）。

7c MEB_CON
同时按 ET 控制台的两个
移动按钮（在其未启用的
时候）。

8d SYS_OFF 无需其他步骤。

在以下设置条件下，单项测试可标注为“不适用”：

a ET DXR 插板未安装在机架上。

STI：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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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安装 ET 控制台。

c ET COU1 插板未安装在机架上。

d 未安装 ET 控制台。

系统维护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385



22.5 处理损坏的设备

22.5.1 哪些情况下不应使用系统

检测到损坏

在以下情况下，请勿使用系统或系统组件：

• 电源线或插头出现损坏或磨损。

• 液体溅入系统中。

• 按照操作说明操作时，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 系统组件掉落或机箱损坏。

• 系统组件的性能明显降低，表明需要维修。

• 系统漏出液体。

• 系统冒烟。

纠正措施

• 关闭系统并立即断开公用电源。

• 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请参见第 13 页）。

• 在设备上张贴适当的告示（例如“请勿使用”），以防他人无意中使用。

警告

如果继续使用检查期间发现存在缺陷的设备，可能会对患者造成人身伤害。

警告

如果隔离变压器发生故障，仅允许合格人员进行故障排查。

处理损坏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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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2 退回损坏的设备

报告损坏的设备

应立即向 Brainlab 支持人员报告任何损坏的设备。

Brainlab 支持人员将要求您提供以下信息：

• 存在故障的组件的序列号（印在部件上）

• 问题说明

维修和更换

Brainlab 支持专家将：

• 为您估算维修或更换成本。

• 向您告知您的系统预计恢复正常功能的时间（通常在 48 小时以内）。

拆下损坏的设备

仅在 Brainlab 支持人员指示的情况下拆下有缺陷的组件。

退回说明

• 使用适当的包装材料并将每个有缺陷的组件正确地包裹并装入其原始包装箱、替换产品包装箱或
适当的包装箱中，使产品不会遭受进一步损坏。

• 填写并交还传真给您或随附于替换零部件上的退货授权表 (RMA)。

• 用胶带封牢包装箱。

• 将有缺陷的产品运至其中一个退货地址。如果您不确定在哪里退回产品，请联系您的 Brainlab
支持专家。

退货地址

Brainlab Logistikzentrum

Marsstr.6a

85551 Kirchheim-Heimstetten

德国

Brainlab Inc.

RMA Dept.

3 Westbrook Corporate Center

Suite 400

Westchester, IL 60154

美国

Brainlab KK

RMA Dept.

Tamachi East Bldg. 2F,

3-2-16 Shibauram,

Minato-ku,

Tokyo 108-0023

日本

Brainlab Ltd.

RMA Dept.

Unit 2102, 21/F, The Hennessy

256 Hennessy Road

Wan Chai

香港

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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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ExacTrac 网络集成 (IEC 80001)、病毒扫描程序、I-
help

22.6.1 概述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确保传输患者数据期间和治疗期间网络连接的安全性。 低网络规格由 Brainlab 确定。

警告

Brainlab 建议使用 新的防病毒扫描程序来保护系统。责任机构（如客户）负责安装和维护，且
必须考虑 Brainlab 的建议。请注意，如果未根据 Brainlab 的建议配置病毒扫描程序，可能会给
系统性能（如：实时扫描）造成不利影响。

警告

请勿在治疗以及数据导入和导出期间安装修复补丁等。

警告

只能安装原始制造商发布的版本更新。

警告

请勿在使用 ExacTrac 时下载或安装更新、修复补丁等。只能安装安全和关键更新。切勿更新硬件
组件的驱动程序。

警告

安装 ExacTrac 和直线加速器后，两个系统必须具有专用的静态 IP 地址。不要使用动态 IP 地
址。

警告

Brainlab 建议在有可用 Microsoft Updates（微软更新）时应用这些更新。只能安装安全和关键
的 Microsoft 操作系统更新，但不能在治疗期间安装。Brainlab 要求在系统关闭时安排下载和安
装。切勿更新硬件组件的驱动程序。

警告

当 ExacTrac 连接到网络时，需要一个稳定、可靠和安全的网络环境和连接，以保证安全和有效地
使用 ExacTrac 系统。患者数据传输或患者治疗期间出现网络问题可能会中断工作流程，导致重复
某些部分的治疗，如患者位置的 X 射线成像。

ExacTrac 网络集成 (IEC 80001)、病毒扫描程序、I-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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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集成

图 171 

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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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kta 集成

图 172 

简介

以下信息供医院的医疗 IT 网络风险管理员根据 IEC 80001-1:2010 和 IEC 60601-1:2005 执行任
务。

1.连接到 IT 网络的目的

Brainlab 系统可从文件系统、PACS 或成像设备中加载和保存医学影像数据。患者数据（包括位
移、射束批准和 CBCT 影像）通过网络从 ExacTrac 传输至 R&V、直线加速器。

2.所需的 IT 网络特性

Brainlab 系统在医院网络中的多个系统（一般包括 R&V 系统、成像设备和文件储存系统）之间传
输医学影像数据。通过网络传输的医学影像数据集的平均大小为 100-500 MB。

可选：

• 通过将 Brainlab 系统加入医院域可实现用户管理。

• Brainlab 提供远程系统支持，该支持需要访问互联网。

3.所需的 IT 网络配置

ExacTrac 网络集成 (IEC 80001)、病毒扫描程序、I-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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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lab 系统要求防火墙允许以下第 4 点下列出的服务。

4.网络连接的技术规范（包括安全规范）

Brainlab 系统包括以下网络连接：

4.1 Brainlab 系统的物理连接

系统使用 10/100/1000 Base-T 接口连接到 IT 网络。

• 建议的速度为 1 GBit。 低速度为 10 MBit。

• 网络延迟必须低于 100 毫秒。

• 网络必须完全打开。

4.2 Brainlab 系统与 R&V/计划系统/PACS/成像设备之间的逻辑连接

• 协议：DICOM Query/Retrieve 和 Push

• 端口：104/TCP/入站 + 出站，11112/TCP/入站和出站

4.3 Brainlab 与其他 Brainlab 系统或医院文件储存器之间的逻辑连接

• 协议：CIFS

• 端口：445/TCP/入站 + 出站

4.4 Brainlab 系统与医院域控制器之间的逻辑连接

• 协议：Microsoft-DS、Kerberos、LDAP、DNS

• 端口：445/TCP/UDP/出站，88/TCP/UDP/出站，389/UDP/出站，53/TCP/UDP/出站

4.5 Brainlab 系统与 Brainlab 支持之间的逻辑连接

• 协议：iHelp (Axeda)

• 端口：443/TCP/出站传输至：support.brainlab.com、gas-aus.axeda.com、
ghjap1.axeda.com、ghsj1.axeda.com、ghsom1.axeda.com、ghuk1.axeda.com

4.6 Brainlab 系统与客户端计算机之间的逻辑连接

• 协议：VNC

• 端口：5900/TCP/入站

4.7 Brainlab 系统与其他直线加速器 (Varian) 之间的逻辑连接

• 协议：ADI（辅助设备接口）

• 端口：56050/TCP/入站和出站

4.8 Brainlab 系统与其他直线加速器 (Elekta) 之间的逻辑连接

• 协议：Elekta 协议

• 端口：135、1801、2101/TCP/入站和出站

5.Brainlab 系统与 IT 网络之间的预期信息流

Brainlab 系统一般包括以下信息流：

5.1 用户身份验证

Brainlab 系统的用户身份验证信息通过本地用户帐户或医院域控制器进行处理。

5.2 加载医学影像数据

医学影像数据通过 DICOM Q/R 或 Push 在 R&V/计划系统/PACS/成像设备之间传输，并从（医院）
网络共享盘传输。

5.3 保存修改的医学影像数据

经过修改的医学影像数据保存在本地硬盘驱动器或医院网络共享盘中。

5.4 融合批准

可通过 VNC 远程访问 ExacTrac 系统以便进行融合批准。

5.5 患者摆位和射束批准

ExacTrac 和直线加速器系统就患者摆位和射束批准进行内部通信。

5.6 通过 Brainlab 进行远程支持

Brainlab 系统需要连接到 Brainlab 支持服务器才能进行远程支持。

6. IT 网络故障导致的危险情况

IT 网络连接故障可导致治疗无法继续或必须重复治疗。这可能导致对患者进行不必要的千伏成
像。

7.技术说明和技术手册

可根据需要提供以下文件：

7.1 预安装手册

7.2 FDA 和 CE 声明

7.3 DICOM 符合性声明：http://www.brainlab.com/dicom

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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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议的产品配置

Brainlab 维修工程师将根据客户需要安装和配置 Brainlab 系统。随后修改系统可能会影响产品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9.已知的不兼容性和限制

Brainlab 系统需要支持 IPv4 的网络，与 IPv6 不兼容。

10.产品校正措施和召回

如果发现异常，Brainlab 将通知每一位客户。

11.网络安全声明

如果发现网络安全问题，Brainlab 将通知每一位客户并相应地提供软件更新。

12.符合 IEC 60601-1 第 3 版，14.13 章节（通过网络/数据耦合将 PEMS 连接到其他设备）的一
般信息

将 Brainlab 系统连接到包含其他设备的网络可能会给患者、操作人员或第三方带来未知风险。责
任机构应确定、分析、评估和控制这些风险。随后更改网络可能会带来新的风险，需要进行额外分
析。更改网络包括：

• 更改网络配置

• 将其他对象连接至网络

• 从网络断开对象

• 更新连接到网络的设备

• 升级连接到网络的设备

ExacTrac 网络集成 (IEC 80001)、病毒扫描程序、I-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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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2 病毒扫描程序

要求

• 请勿在治疗期间更新病毒扫描程序软件。

• 病毒扫描程序不得在治疗期间执行硬盘驱动器扫描。

• 治疗期间，请勿在高安全性模式下使用病毒扫描程序。

• 在扫描 ExacTrac 文件夹（D:/Brainlab 和 E:/Patient）期间，请勿删除或隔离任何文

件。

• 只有在使用 ExacTrac 6.x 时才允许使用病毒扫描程序。

经过测试的病毒扫描程序

系统使用以下病毒扫描程序进行了测试：

• Endpoint Security (Kaspersky Lab)

• Endpoint Protection (Symantec)

• Antivirus Client (G Data Software AG)

• Antivirus Premium (Avira Operations GmbH & Co. KG)

其他病毒扫描程序

如果使用其他病毒扫描程序，医院应对扫描程序的评估和使用负责。Brainlab 建议不要在使用
ExacTrac 时使用这些扫描程序。

Brainlab 建议使用 新的防病毒扫描程序来保护系统。责任机构（如客户）负责安装和维护，且
必须考虑 Brainlab 的建议。请注意，如果未根据 Brainlab 的建议配置病毒扫描程序，可能会给
系统性能（如：实时扫描）造成不利影响。

病毒扫描程序可能会影响系统的性能。因此，应适当配置病毒扫描程序，以便在使用 ExacTrac 期
间（尤其是治疗期间）不会执行任何更新、系统扫描或特殊工作负载。

只有在对不同的通信任务（包括加载/保存患者数据）产生影响时才允许进行网络扫描。

配置

Brainlab 建议：

• 配置杀毒软件，使其不会修改：

- D:\Brainlab
- E:\
- F:
- C:\PatientData
- D:\PatientData
- D:\RVExport\
- F:\PatientData

• 取消激活任何其他杀毒软件功能，如浏览器/电子邮件扫描程序、其他防火墙等。

系统维护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393



22.6.3 iHelp

一般信息

iHelp 客户端是 Axeda 公司提供的一个软件工具，将该工具安装在客户系统上，Brainlab 员工便
可访问这些系统。该工具可用于提供帮助并在系统损坏等情况下对系统进行第一时间检查。

警告

当 Brainlab 支持人员要求通过 iHelp 进行远程访问时，您必须始终在 ExacTrac 工作站上授权
每一个远程控制会话。

警告

iHelp 必须设置为手动启动。不要自动启动 iHelp。

警告

使用 ExacTrac 期间（尤其是治疗期间）请勿使用 iHelp。

警告

当远程连接启用且正在运行 iHelp 时，您必须监视 ExacTrac 系统。远程控制会话结束后，您必
须立即停止 iHelp 应用程序。

安全问题

• 客户与支持人员之间的 SSL 加密连接

• iHelp 必须在客户端打开，Brainlab 才能进行访问

• 不传输患者数据，仅传输界面截图

• 支持人员查看与客户相同的界面，不存在隐蔽访问

要求

• 在防火墙上打开端口 443

• 替代端口 17002

ExacTrac 网络集成 (IEC 80001)、病毒扫描程序、I-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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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算法
23.1 校准

等中心校准

确定直线加速器的等中心位置是一个重要且必需的校准步骤。该位置是所有 ExacTrac 计算的基
础。所有距离都是相对于该点来显示的。通过使用等中心校准体模，借助墙面激光设置起始点。可
选择使用辐射等中心校准，将 Winston-Lutz 测试的结果应用于等中心位置，从而进一步提高系统
的精确度。通过这一点，系统准确地知道直线加速器和患者治疗床相对于红外摄像头系统的几何准
直。从而可以摆位患者以便进行 精确的治疗。

圆检测

ExacTrac X 射线校准体模中的标记以深色圆投射在平板上。它们的位置基于其典型的梯度分布。
因此，不一定要看到整个圆。在定位各标记时考虑到了圆的大小和已知几何形状。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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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X 射线校准

一般信息

放射治疗期间患者的准确摆位对于高精度治疗至关重要。颅外放射治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用于患
者摆位的体表标记。由于体表位移以及标记与等中心之间的距离较大，可能会出现较大误差。下面
介绍了如何采用 X 射线方法改善患者位置。

假设

将两个具有已知映射属性的 X 射线管安装在治疗区域。

• 两个平板安装在直线加速器上方。X 射线管与平板之间的空间关系已知。

• 从预摆位患者的等中心区域获取两个 X 射线影像（每个射线管获取一个）。

• 将这些影像与两个模拟的 X 射线影像进行比较。这些模拟影像是从 CT 数据中生成的 DRR。

• 如果 X 射线影像和 DRR 中的骨骼结构匹配，则患者位置正确。

• 如果骨骼结构不匹配，需要更改患者位置以便获得匹配。

• 这一更改可以在不拍摄新的 X 射线影像的情况下计算出来。

程序

首先，需要通过校准确定 X 射线管到平板的映射属性。Brainlab 对每个 X 射线管使用针孔摄像
头模型，因为它简单易用并且与实物对照良好。

• 在针孔摄像头模型中，具有坐标的点的投影位置通过以下公式得出：

u
pzpypxp
pzpypxp

=
+++
+++

34333231

14131211

v
pzpypxp
pzpypxp

=
+++
+++

34333231

24232221

• 校准即确定未知参数。

• 校准期间，将校准体模放在床上。体模中嵌入了多个具有已知空间位置的环形校准标记。

• 校准体模上的第二组反射标记（可被红外摄像头系统所见）可用于确定直线加速器坐标系确定体
模的位置。

• 为每个射线管采集校准体模的 X 射线影像。这样校准标记将在影像中清晰可见。采用完善的标
记检测算法决摆了具有亚像素级精度的标记位置。您可以看到图 173 中所示的体模模拟影像。

平板上的标记位置

图 173 

• 校准标记的 3D 和相应的 2D 位置集可为针孔摄像头模型的未知投影参数构建方程。

• 所述参数通过解决投影误差的 小化问题而确定。使用标准技术可有效地解决该 小化问题。

• 由于针孔摄像头模型（每个 X 射线管一个）现在是已知的，因此可用于生成 DRR 影像，以便将
它们与患者的 X 射线影像进行比较并在必要时校正患者摆位。

校准

398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23.2 成像几何

一般信息

基于 X 射线进行患者位置校正时，需要从地板上的 X 射线管中采集两条 X 射线射到平板上。在
安装验收测试中测量系统的各个参数，并在每次系统校准时进行重新检查。

图 174 

图 175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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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基于植入式标记的靶区定位

23.3.1 概述

一般信息

植入式不透射线基准标记可用于帮助患者摆位，以对靶区体积由于内部器官位移而可能产生移动的
身体部位进行放射治疗。植入式标记用作实际靶区的替代。

基于植入物的靶区定位由下列步骤组成：

• 在靶区附近植入标记

• 采集 CT 数据集用于治疗计划

• 识别 CT 数据集中的植入物

• 在治疗期间采集的 X 射线影像内进行植入物检查，将检测到的植入物与 CT 数据集中定义的植
入物模式相匹配

• 基于 CT 中定义的植入物与 X 射线中检测的植入物之间的融合计算靶区位置

后两个步骤的详细说明可参见下两个章节。

基于植入式标记的靶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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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2 植入式标记位置的重建

一般信息

CT 数据集中定义的标记为植入式标记融合提供了基础。可以在 CT 数据集中定义植入式标记，使

用 3D 坐标（xi
ideal、yi

ideal、zi
ideal），以此设置植入式标记的原始位置。

平板上的标记投影

了解 X 射线校准的系统参数后，可以估算这些 3D 标记在每个平板表层上的投射情况。这些表层
等于来自各相应 X 射线管的实际 X 射线射束的投影平面。鉴于此，每个 3D 标记位置可以投射到

表层上的一个 2D 标记位置上（u1
ideal、v1

ideal 和 u2
ideal、v2

ideal）。

每个单独的 X 射线影像的已知投影特征用于确定哪些潜在的 2D 标记位置可被重建为 3D 位置。

因此，两个 2D 坐标可以在两个可能的位置（u1
real、v1

real 和 u2
real、v2

real）反投射到 3D 标记

位置上。但只有在 2D 坐标指向同一点时才可以如此。

Flat Panel 2

Flat Panel 1

Implanted Marker
(u1

ideal, v1
ideal)

Implanted Marker
(u2

ideal, v2
ideal)

Implanted Marker
(x1

ideal, y1
ideal, z1

ideal)

Tube 2

Tube 1

图 176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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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3D 标记位置

Flat Panel 1

Flat Panel 2

Implanted Marker 
(u1

real, v1
real)

Implanted Marker
(u2

real, v2
real)

Tube 1

Tube 2
Reconstructed Implanted Marker

(xi
real, yi

real, zi
real)

Minimum
distance

Isocenter

图 177 

确定的 3D 标记位置由两个潜在的 2D 标记投射线的交叉进行表示。鉴于 X 射线影像中的结构模
糊且两个影像并非完全一次采集，射束没有完美交叉。

为了仍然能够重建 3D 标记位置，需确定两个射束间的 小距离。这是一条垂直于两个射束的直
线。如果这条线的长度小于五毫米，软件认为这两个射束交叉。

然后，将重建的 3D 标记位置（xI
real、yI

real、zI
real）确定为两个射束间的中点。

不能被重建为 3D 位置的所有潜在 2D 点均被弃置。

一旦确定了所有 3D 位置，就将这些位置与在 CT 集中定义的植入式标记位置进行比较。系统确定
来自 CT 集的标记模板匹配到哪个潜在的标记位置。

基于植入式标记的靶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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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3 靶区位置的确定

精确度

实际治疗时为患者摆位采集的 X 射线影像，与做治疗计划时采集的 CT 数据之间，每个标记相对
于靶区的位置保持不变，那么基于植入标记的靶区定位才会精确。

另一方面，由于标记移位和/或组织变形或靶区旋转，可能会发生标记错位，从而改变一个或多个
标记相对于靶区的位置。CT 成像后发生的任何标记错位都可能会对治疗位置的计算造成重大影
响，从而可能导致患者位置不正确，由此照射到与计划不同的靶区体积。

这是因为，CT 数据集中显示的标记与 X 射线影像标记间的标记错位，导致在对 X 射线检测到的
标记设置和 CT 中的设置配准时，得到不准确的匹配结果。标记错位还可能导致 X 射线中的植入
标记与 CT 数据集中的植入标记产生指定错误。

以上适用于 ExacTrac 应用的两种匹配算法：等距匹配和重心匹配。但是，两个匹配的靶区对准精
度取决于具体条件，所以可能会有所不同。方法及其限制均在以下相应章节中进行说明。

等距匹配

等距匹配是标准的 ExacTrac 方法，用于匹配植入式标记进行摆位和验证，且该方法适用于包含至
少两个长标记或三个短标记的所有标记模式。系统使用 小平方匹配将 X 射线影像的标记模式叠
加到在 CT 影像中定义的标记上。系统应用多个匹配条件，包括模式平移和旋转限制，以消除无效
的匹配结果。如果超出容差或无法找到唯一的匹配，则等距匹配失败。

等距匹配为靶区位置提供 6D 转换（即平移和旋转）。因此，靶区与植入标记模式的重心之间的距
离较大时，一般会放大匹配错误对计算的靶区位置与靶区目标位置之间偏差的影响（请参阅下面的
影像）。

① ② ③

④ ⑤

图 178 

编号 说明

① 通过 CT 影像数据检测的初始标记配置。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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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② 标记 M1 和 M2 移位到 X 射线检测到的新位置 M1' 和 M2' 后的标记配置。

③ 软件要匹配原始 CT 标记（黑色）与检测到的 X 射线标记（红色）。结果为 佳折衷融
合。

④ 等中心靠近植入标记的重心时，标记移位对等中心位置的影响。

⑤ 等中心远离植入式标记的重心时，标记移位对等中心位置的影响。

因此，在临床上有可能性的任何时候，植入标记时应使标记紧密围绕靶区 理想的情况是所有植入
标记的重心与靶区位置相一致。

⑥ ⑦
图 179 

编号 说明

⑥ 标记的理想位置，围绕靶区和等中心。

⑦ 标记的非理想位置，加剧了所述影响的后果。

如果发生一个标记漂移得太远或与另一个标记发生错误交换或标记模式扭曲等情况，不适用的标记
模式可能会导致等距匹配失败。

如果等距匹配失败，有下列两个选项：

• 回到重心匹配模式进行自动匹配，或者

• 使用 Shift Pattern 手动对齐标记，进行再一次等距匹配。

对于第二个选项，执行手动融合。首先单击 Reset Pattern，然后单击 Shift Pattern，以将标记
模式大致移动到其 终位置。然后可以对每一个标记进行精确定位。

重心匹配

重心匹配为 ExacTrac 方法，用于匹配包含不超过一个长标记或两个短标记的植入式标记模式。此
外，在摆位和验证期间，等距匹配失败后，可按用户的请求应用重心匹配。

重心匹配为靶区位置提供 3D 转换（仅限平移）。因此，与等距匹配不同的是，靶区与植入式标记
模式重心的距离较大时，不会放大匹配错误的影响。

另一方面，如果靶区发生无法通过重心匹配补正的实际旋转及等距匹配的匹配错误造成的虚拟旋
转，靶区与植入标记模式重心之间的距离较大时，将放大靶区偏差。

如果重心匹配基于单个长标记，就没有办法检测到潜在的标记错位，因为不能使用植入标记之间的
相对位置这一条件。如果标记发生移位，则重心会移至同一方向。因此，校正位移可能基于标记的
移位而不是任何器官移动。

基于植入式标记的靶区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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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验证植入式标记在两个影像集中正确匹配。如果使用了重心匹配，匹配可能不正确，因为每种情况
下的标记模式无需一致。校正仅包括平移；不评估旋转。

模糊匹配的情形

如果发生模糊匹配的情形，一个或多个标记的错位甚至可能会导致各 X 射线与 CT 标记之间对应
关系不正确。模糊匹配情形指的是一个相似的精度下有超过一个以上可能的匹配结果。发生模糊匹
配情形的原因可能如下：

• 植入并显示在 X 射线影像中的标记未被用户选择作为 CT 数据集中标记设置的一部分。

• 两个特定 2D 标记模式可使多个标记对 3D 标记设置进行几何校正的情形（模糊）。

使用等距匹配时，如果模糊匹配之间的靶区偏差超出特定值，则所有模糊匹配均会导致检测失败。
这是因为模糊匹配结果的靶区位置之间的偏差取决于上述靶区与植入标记模式重心之间的距离。

自动标记检测

ExacTrac 执行以下步骤来检测 X 射线影像中的植入基准标记：

• 将特殊的标记检测内核应用于影像。该过滤器评估每个像素成为植入式标记的一部分的可能性，
并产生中间影像。

• 中间影像通过区域生长算法进行处理，以便找到属于同一基准标记的连通区域。

• 从两个影像中的每一个中提取十个“ 可能的”基准标记位置。

每个影像的已知投影特性用于确定哪一个潜在的 2D 标记位置可被重建为 3D 位置。为此，
ExacTrac 将检查一个影像的哪些投影线与另一个影像的投影线相交。不能被重建为 3D 位置的 2D
点被弃置。

一旦确定了所有 3D 位置，就将这些位置与在 CT 集中定义的植入式标记位置进行比较。系统确定
来自 CT 集的标记模板匹配到哪个潜在的标记位置。所有其他（假阳性）位置被弃置，且只保留实
际标记。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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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影像融合（X 射线 － DRR）

一般信息

提供预摆位（如通过体表标记）患者的两个 X 射线影像。红外摄像头系统的映射属性是已知的
（摄像头校准），并且可以随时使用。

从计划 CT 中计算两个 DRR。CT 在直线加速器坐标系中的位置与基于红外系统的预期患者位置对
应。从 CT 中的这一位置，使用每个 X 射线管的映射参数计算与该 X 射线管对应的一个 DRR。

如果患者已经在预期位置上，X 射线影像和 DRR 则在相同的位置显示相同的骨骼结构。

如果患者不在预期位置上，则相同的骨骼结构出现在不同位置上。在此情况下，必须确定患者摆位
的更改，这样在更改后，两个新的 X 射线影像将与 DRR 匹配。

软件使用基于三自由度（仅考虑位移）的预融合，然后使用六自由度（还考虑旋转）来调整配准。

通过 ExacTrac 进行 2D / 3D 影像配准

图 180 

三自由度配准

只有患者的 3D 位移必须从影像匹配所必需的两个 2D 位移中确定。这是一项较小的任务，因为 X
射线管与患者之间的空间关系和缩放因数是已知的。

X 射线、DRR 和融合的影像：

X 射线（管 1） DRR（管 1） X 射线 + DRR (1)

X 射线（管 2） DRR（管 2） X 射线 + DRR (2)

然后 ExacTrac 必须对相应的 X 射线和 DRR 影像执行（自动）匹配。

影像融合（X 射线 － D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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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对影像，通过参照彼此相对移动来优化相似度。该相似度主要依赖于边缘，并在清晰边缘
出现在同一位置时给出高响应。与骨骼不对应的边缘，如滤线栅伪影和 X 射线影像视野的边界，
在另一影像中没有对应物，因此对相似度的影响较小。

下图（图 181）显示了相似度对不同位移的反应。超 大值表示正确的匹配位置。

多个 2D 位移的相似性

图 181 

用于寻找相似度 大值的优化方式非常快速、准确且可靠。它对伪 大值不灵敏，即使非常大的初
始位移也可以校正。众多试验证明，即使是质量很低的 X 射线/DRR 影像都可以成功配准。

六自由度配准

要执行既考虑位置也考虑患者方位的配准，必须使用 6DOF 配准。在此，需要从不同位置和方位中
生成上百个 DRR，以便找到 佳结果。为了有效地计算配准，可使用快速、高质量的 DRR 生成方
法。

要比较 X 射线和 DRR 影像，需使用与 3DOF 融合相同的相似度。与其他 6DOF 配准方法相比，这
一相似度不基于解剖学标志特征，而是基于影像，且直接影响了影像的像素值。

6DOF 配准算法的其余部分是一种高效的优化方法， 大程度地降低了影像比较需要。因此，
Brainlab 使用具有二次收敛性的算法。为了提供一种具有较好初始值的优化算法，使用了 3DOF
融合。

影响影像配准的因素

配准组件 说明 影响因素 说明

X 射线影像

在患者摆位期间采集 X 射
线影像。它们可能会在采集
前、采集中及采集后受到影
响。

X 射线能量设置（千
伏/毫安秒）

能量设置会影响 X 射线
影像的对比度。感兴趣区
合适的对比度可改善影像
配准。

对比度设置

CLAHE（对比度受限自适
应直方图均衡化）过滤器
（对比度滑动条）可用于
手动优化所采集的原始影
像的对比度。

X 射线校正影像校准 请参见第 324 页。

有障碍视图

机架或射野成像设备等直
线加速器部件可能位于
ExacTrac X 射线成像射
野中，因此，可能会遮蔽
X 射线影像中相关结构的
视图。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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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准组件 说明 影响因素 说明

DRR 影像

了解 X 射线校准的系统参
数和治疗计划中的靶区位置
后，可以使用 CT 数据集计
算 DRR。

X 射线校准 请参见第 301 页。

CT 扫描 请参见第 93 页。

DRR 设置 请参见第 141 页。

感兴趣体积
请参见第 142 页或第 207
页。

感兴趣区域 请参见第 207 页。

相似度测量
计算 DRR 与 X 射线的相似
度。

相关系数
相似度测量无法更改。任
何情况下都将计算梯度影
像的相关系数。

优化器
优化器可改进影像融合的结
果。

系统使用优化器
UOBYQA*（采用二次
逼近法的无约束 优
化）

当采用更好的起始位置
时，可提高配准算法性能
（影像融合）（见第
414 页）。

* 请参见 Powell, M. J.
D.（2000 年 12 月）。
“UOBYQA: unconstra‐
ined optimization by
quadratic approxima‐
tion”(Report).De‐
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Theo‐
retical Physics, Cam‐
bridge Universi‐
ty.DAMTP 2000/NA14。检
索日期 2015-04-06。

影像融合（X 射线 － D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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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X 射线影像校正

一般信息

采集 X 射线校正影像期间，将保存多种类型的影像，如下所述。

白影像

对于两个平板，X 射线校正影像采集期间必须采集五个白影像。这些影像的曝光度应在 15% 和
30% 之间。对于每个平板，取五个白影像的均值以供将来使用。

本底偏移影像

本底偏移影像考虑平板的每个像素的本底电流。因此，影像从探测器中读出而无需 X 射线曝光。
要降低噪音级，需要读出大量本底偏移影像并对它们取平均值。

增益影像

需要增益影像来均化每个 X 射线影像中的不同像素敏感度。增益影像是借助本底偏移影像和白影
像计算的。在采集 X 射线校正影像（请参见第 322 页）期间，为每个探测器采集五个白影像。对
这些影像取平均值，并确定该平均影像的中值。然后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增益影像的像素：

offsetwhite
whitegain pixelpixel

medianpixel
−

=
65535

坏点分布影像

借助坏点分布影像，可以校正平板中的缺陷。在 X 射线影像采集期间，标记在坏点分布影像中的
这些像素是从 X 射线影像中八个相邻像素的平均值中内插得来的。

X 射线射野大小

Varian Rad 21 G-892 X 射线管的射野大小为 430 x 430 毫米，无准直仪，距离为 1,000 毫米，
标靶角度（射束角度）为 12°。

带准直仪的射线管的 终射野大小取决于安装。安装后平板处的 大使用射野为 27 x 27 厘米。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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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窗位设置

一般信息

使用窗位设置功能，您可以更改当前显示的影像的窗位设置设置。这使得灰度在所测量的密度信息
的整个范围内呈可变分布，从而改善结构的可见性或对比度。

在诊断 CT 成像期间，以国际亨斯菲尔德单位 (HU) 来评估密度信息，其标度在 -1,024 到 3,071
之间。对于水（1.0 克/立方厘米），该标度被定义为 0，空气为 -1,000。在神经 CT 扫描期间，
通常使用 40 HU 的窗位和 100 HU 的窗宽来对比脑组织。

窗位设置参数

图 182 

• Left 定义了用于窗位设置的 小亨斯菲尔德单位 (HU)。小于 Left 的所有数值显示为黑色。

• Right 定义用于窗位设置的 大 HU。大于 Right 的所有数值显示为白色。

• Level 定义左右侧阈值之间的数值。增加或减少 Level 值也会更改左右侧阈值。

• Width 定义左右侧阈值之间的差值。通过增加窗宽，左右侧值向各侧扩大。减小窗宽可导致左右
侧值从各侧接近 Level 值。

窗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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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RAC 故障排除
24.1 提高 X 射线成像质量

一般信息

为了提高影像质量，正确地使用 X 射线发生器设置和 ExacTrac 的对比度滑动条设置很重要。

根据您的系统配置，您可以使用 X 射线控制台或直接在软件中修改发生器设置。

电压（千伏）、电流（毫安）和曝光时间（毫秒）是决定影像适当曝光的因素。对于通过软件控制
的发生器，毫安和毫秒设置合并为其乘积毫安秒。X 射线管发出的能量与这些数值的乘积成比例。
由于 X 射线探测器的特性和 ExacTrac 的倾斜成像几何，千伏设置对影像曝光的影响 大。一般
情况下，较高的千伏设置可获得 佳的影像质量与成像剂量比。特定患者所需的能量不仅取决于个
体患者的身体大小和体重，还取决于待成像部位。

确定能量是否足够的 简单方法是查看 X 射线影像中显示的直方图（影像加窗中右下方和左下方
的图形）。影像加窗左下方的直方图显示曝光时 X 射线影像的灰度值分布。

如果影像质量不够，修改以上数值并确保在整个曝光时间内按下了控制台上的 X 射线触发按钮
（按住按钮直到 X 射线影像完全显示在界面上）。

① ②

图 183 

编号 组件

① 适当曝光的影像

② 曝光不足的影像

如果直方图延伸到图形中间，则曝光可接受；如果直方图仅在左侧显示数值，则能量太低。影像加
窗右下方的直方图显示应用 CLAHE（contrast limited adaptive histogram equalization 限制
对比度自适应直方图均衡）过滤器后 X 射线影像的灰度值。如果您将鼠标移到图形上，然后单击
并上下拖动鼠标，则可以调整当前曝光的窗位设置。

EXACTRAC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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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 184 

②

图 185 

编号 组件

① 影像曝光不足（能量不足）

② 曝光适当（能量足够）

对比度滑动条使用“限制对比度自适应直方图均衡”来增强影像的对比度。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
将滑动条设置在其范围中间是合适的。

提高 X 射线成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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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改善自动影像融合

一般信息

如果自动影像融合未产生理想结果，您有几种选择来提高获得成功融合的可能性：

1. 使用手动融合为自动融合定义起始值

2. 在相关解剖结构上定义感兴趣体积

3. 修改 大融合范围

4. 为 X 射线影像定义感兴趣区域

5. 更改 DRR 计算的 LUT 值

EXACTRAC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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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1 设置 大融合范围

一般信息

如果自动融合产生明显不正确的较大位移，您可以缩小系统尝试融合影像的 大范围。如果在进行
影像融合之前患者已经适当对齐，这样做尤其有用。

要设置自动融合的 大位移，使用 Fusion Limit 滑动条设置适当的限值。应用于融合的限值显示
在滑动条下方。

融合限值仅应用于自动融合期间进行的 3DOF 配准。在这一步中，为随后的 6DOF 配准确定适当的
初始值。如果在自动影像融合之前执行了手动融合，则不需进行 3DOF 配准。融合限值并不应用于
6DOF 配准本身。因此，确定的总体位移可能会超过融合限值。

改善自动影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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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 为 X 射线影像定义感兴趣区域

一般信息

感兴趣区域 (ROI) 用于排除自动融合算法无需考虑的影像部分。您应排除异物产生的伪影，以及
相对于目标区域活动的解剖结构。要排除的可活动结构包括但不限于相连的骨骼，如臂骨和胫骨，
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呼吸而运动的肋骨。排除这些结构可提高等中心定义的精确度。

骨盆治疗

图 186 

在上例中，股骨被排除，因为其相对于骨盆活动。请注意，排除的区域明显大于股骨。建议采取这
种方法，以确保为随后的所有分次排除股骨，即使其在影像中的位置较高。

脊椎治疗

图 187 

在本例中，感兴趣区域排除了骨盆，以便提高目标区域（脊椎）的精确度。

EXACTRAC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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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脑治疗

图 188 

此处排除了头皮和颅骨边缘，以便提高自动融合的精确度。

改善自动影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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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 使用手动融合为自动融合定义起始值

一般信息

如果自动融合未使两个影像中的正确解剖结构相互匹配，算法可能已经混淆了两个相似的结构。胸
部/脊椎病例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椎骨和肋骨可能被混淆。如果自动影像融合偏离一块椎
骨，您可以使用手动融合来定义融合的起始值。

如何定义起始值

步骤

1. 选择手动融合并将 DRR 拖动到可与被覆盖的 X 射线影像 佳匹配的位置。

2.
启动自动影像融合。

该融合仅搜索与通过手动融合定义的起始值接近的匹配。

EXACTRAC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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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使用虚拟等中心

一般信息

如果使用虚拟等中心，系统先将患者移至成像位置，之后才可以采集 X 射线影像。当患者位于成
像位置时，（患者的）虚拟等中心位于直线加速器的等中心上。此时，采集第一对 X 射线影像。
系统会考虑实际等中心与虚拟等中心之间的偏移，以便在计算校正位移后，患者被立即移至直线加
速器的等中心进行治疗。

使用虚拟等中心的流程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图 189 

编号 操作

① 定义虚拟等中心

② 将患者移至成像位置

③ 影像融合及校正计算

④ 将患者移至治疗位置

⑤ 影像融合及治疗验证

⑥ 开始治疗

使用虚拟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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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1 使用虚拟等中心避免混淆椎骨

一般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无法确定融合是否匹配了正确的椎骨。在此情况下，必须使用虚拟等中心。
必须摆位虚拟等中心，以便使 DRR 预览显示可以识别的独特结构。例如骨盆、胸廓下端、锁骨或
胸骨。如果该结构在 X 射线中可见，融合过程会融合正确的解剖结构。

融合结果也可通过这一独特的结构进行验证。一旦校正位移应用于患者，即可采集验证影像。在这
些影像中，没有可用于检测椎骨不匹配的独特结构。通过将 大位移限于 5 毫米，迫使自动影像
融合靠近初始位置而不会跳至另一块椎骨，软件自动解决了这一问题。

患者脊椎（一系列相似结构）

图 190 

注: 即使验证影像显示一系列相似结构，以上方法也可确保不会出现匹配错误，因为验证步骤的融
合限值自动减少为 5 毫米。
 

请勿使用黏贴在患者皮肤上的标记来标记椎骨。采集 X 射线影像时的倾斜角度可能会导致解读错
误。

EXACTRAC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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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2 结合虚拟等中心进行验证

一般信息

验证程序用于确认患者已经移至正确的治疗位置。即使虚拟等中心已用于校正影像，仍会在等中心
位置一直需要验证 X 射线影像。若由于 PTV 附近没有足够的可见骨骼结构而使用了虚拟等中心，
则验证影像中将不存在足够的结构。

警告

缺乏可见的骨骼结构可能使得验证影像的融合无法进行。在此情况下，Brainlab 建议您保留通过
校正影像确定的位置，并放弃通过验证程序确定的任何不正确信息。

注: 如果对 X 射线校正使用了虚拟等中心，验证步骤可能不如第一次融合精确，尤其是验证影像
中只有少量骨骼结构可见时。
 

使用虚拟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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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自动标记检测故障排除

一般信息

如果自动标记检测无法在影像中找到植入式标记，可以增强影像的窗位设置来提高成功检测的可能
性。

手动对齐标记

如果自动标记检测失败，手动对齐标记可能更快。

步骤

1. 进入窗位设置模式。

2.

单击并拖动鼠标右键，在界面上打开一个矩形框。

软件执行自动窗位设置功能，以增强矩形框定义的区域。有关修改窗位设置的其他方法，
请参阅第 410 页。

如果定期出现不满意的结果，您可以修改 X 射线发生器设置。通常，较高的能量设置可获得较好
的结果。

EXACTRAC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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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红外身体标记检测故障排除

一般信息

由于标记的放置位置不精确，Brainlab 的 ExacTrac 患者摆位系统可能会出现检测模糊的问题。
本部分说明 ExacTrac 用于检测标记位置的算法的依据以及出现模糊的原因。此外，还提供了日常
使用中避免模糊的技巧。

注: ExacTrac 可通过比较可见标记与 CT 集参照（如果 CT 集中有可用标记），解决红外标记检
测中的模糊问题。该方法仅在 ExacTrac 可以识别患者的情况下才有效。若由于标记模式与 CT 参
照区别很大，ExacTrac 不再能够识别患者，则模糊问题不能解决。
 

红外身体标记检测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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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1 身体标记检测的原理

一般信息

所有标记信号（从身体标记表面反射的红外光）以电子方式记录在摄像头的 CCD 芯片上。信号被
检测到之前，它们均相交于图 191 中所示的焦点上。

标记信号采集

①

②

③

④

图 191 

编号 组件

① 标记

② 摄像头的焦点

③ 标记在摄像头 CCD 芯片上的投影

④ 红外摄像头

ExacTrac 将两个摄像头镜头的焦点纳入考虑范围，在 3D 空间中计算标记的位置。一个摄像头镜
头只可以计算出标记所在位置的一条虚拟线。这条线始于 CCD 芯片上采集的标记位置并穿过焦
点。单个摄像头镜头提供虚拟线上的多个可能的标记位置，如图 192 所示：

图 192 

计算精确的 3D 位置

第二个 ExacTrac 摄像头确定两条虚拟线相交点上的剩余自由度。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计算标记的
准确 3D 位置，如图 193 中所示：

EXACTRAC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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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 

ExacTrac 需要使用多个标记来提高患者摆位程序的精确度并检测其他身体运动（如弯曲或旋转）
等。使用额外标记可能导致模式有多种可能性来重建给定标记位置。如果两个标记与两个摄像头镜
头的焦点在同一个 2D 平面中，所有四条线相交，标记位置可能在虚拟计算的线条（通过穿过焦点
投射在 CCD 芯片上的标记位置计算）的每个交叉点上（图 194）。

①

②

图 194 

编号 说明

① 实际标记位置

② 具有相似采集数据的替代位置

红外身体标记检测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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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2 自动解决模糊问题

一般信息

ExacTrac 比较红外摄像头系统检测到的所有可能的标记位置、实际的标记位置以及由于模糊问题
而可能存在的位置，程序内部有一个参考列表，即查找表 (LUT)。查找表包含通过以下一种方式生
成的实际标记位置：

• 使用原始的 3D CT 数据。

• 通过保存摄像头系统检测到的无模糊问题的患者标记模式，如在模拟器上进行初始患者摆位期
间。

消除程序

自动软件例程会舍弃与查找表不符的所有计算的标记位置（图 195）。大多数可能存在的模糊问题
都可通过这种方式自动解决。

① ②

图 195 

编号 说明

① 来自 CT 扫描或模拟的标记位置

② 实际标记（黑色）和红外摄像头系统计算的由于模糊问题而存在的其他位置（白色）

存在其余模糊的原因

模糊问题可能因对称标记摆位而出现，如图 196 中所示：

①

图 196 

EXACTRAC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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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① 未独特定义的精确旋转

警告

避免对称标记摆位。

以下任何原因造成的标记位移可能导致出现模糊问题：

• 不精确地再次应用标记。

• 皮肤位移导致标记之间存在不同的相互关系。

• 不精确的患者（重新）摆位。

①

图 197 

编号 说明

① 不可对齐

警告

精确并小心地放置标记。选择相对不活动的皮肤区域放置标记。

由于隐藏/不可见标记产生的模糊问题

为了实现正确的患者 IR 追踪和摆位，无框架放射外科摆位阵列和 ET 摆位阵列需要有至少 5 个
红外标记可见，而基于人体标记的治疗需要有至少 4 个人体标记可见。

在 CT 扫描期间建议使用 5-8 个人体标记。
模糊问题的原因可能是：

• 应用的标记数量减少。

• 一个标记损坏或反射不够。

• 患者的身体遮盖了第二个标记。

• 一个标记被另一个标记遮盖。

• 直线加速器机架遮挡了标记进入摄像头视野，如标记黏贴在胸部的前列腺患者。

①

图 198 

红外身体标记检测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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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图 199 

编号 说明

① 被患者的身体隐藏的标记

② 一个标记被另一个标记隐藏

警告

小心地处理标记并更换损坏或可见性不佳的标记。

EXACTRAC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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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Elekta 直线加速器没有 Beam On

一般信息

如果 ExacTrac 发生故障（例如软件崩溃）且 Beam On 被禁止，则重启 ExacTrac 服务（参见第
101 页），然后再次重启 ExacTrac。

如果外部连锁因 ExacTrac 故障（无法重启）而维持激活，则将 ET LIN 插板旁路开关设置为开。
请参见第 68 页。

Elekta 直线加速器没有 Beam On

428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25 许可信息
25.1 许可

25.1.1 GNU GPL

ExacTrac 是专利软件。ExacTrac 软件受版权保护。除了 ExacTrac 软件外，ExacTrac 工作站上
还安装了根据《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许可的其他软件应用程序。专利软件和免费软件的使用符合
GNU GPL 定义的“简单聚合”条款。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的全部条款和条件可在以下网址中找到：http://www.gnu.org/licenses/
gpl-2.0.html。

25.1.1 OFFIS DCMTK Dicom Dumper

ExacTrac 软件包含由 Offis e.V. 开发的软件。完整的版权细节可在以下网址中找到：http://
dicom.offis.de/dcmtk.php.en。

许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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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附录
26.1 状态图标

OK

显示该图标时，等中心点位于计划的治疗位置。

当平移向量（即由垂直、纵向和横向位移得到的向量，而非各个方向单独的
位移）低于患者设置中定义的平移精确度阈值时显示该图标。此外，纵向、
横向和治疗床角度都必须低于患者设置中定义的 IR 角度阈值。

必须等到 OK 图标显示时才能激活治疗射束。

注: 对于平移，此 OK 符号取决于向量长度，而偏离条取决于各个值。有可
能所有偏离条都显示 OK，而此 OK 图标却没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手动
调整治疗床以使偏差更加接近 0。
 

Failed

该图标指示某项操作无法成功完成。

状态/警告

这些图标伴随状态和警告消息中的文字显示：

绿色指示工作流程顺利，一切正常。

黄色指示小心或需要监控结果。

红色指示危险。

附录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431



Reduced Accuracy

该图标指示平移摆位精确度降低。身体标记的限值可在患者设置中进行调整
（请参见第 132 页）。默认值应用于摆位阵列（请参见第 179 页）。

Low Accuracy

该图标指示平移摆位精确度不足。身体标记的限值可在患者设置中进行调整
（请参见第 132 页）。默认值应用于摆位阵列（请参见第 179 页）。

Press Enable Button

当系统做好自动治疗床摆位准备后，会显示以下图标之一：

使用 Exact/ETR 治疗床控制柄上的启用按钮。

对 TrueBeam 使用 ExacTrac ADI 治疗床控制界面。

使用 Brainlab 控制手柄。

有关自动治疗床摆位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70 页。

Press Enable Key

当系统准备好对 Exact/ETR 治疗床进行自动治疗床摆位时，将显示该图
标。只有在摆位可以在治疗室外进行时才会显示该图标。有关自动治疗床摆
位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70 页。

状态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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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Trigger Button

无论显示哪一个图标，X 射线影像采集均可使用 ExacTrac
控制台上的 X 射线触发器或 X 射线按钮进行。

Couch Moving

使用 Exact/ETR 治疗床时，自动治疗床移动期间会显示一个不断闪烁的警
告图标。有关自动治疗床摆位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70 页。

Proceed with X-Ray

根据红外身体标记进行初始摆位后，该图标指示应使用 X 射线校正来校正
患者的位置。如果您的 ExacTrac 软件配置不包括 X 射线校正，则不会显
示该图标。

Proceed with Verification

根据 X 射线校正对患者摆位后，该图标指示应对患者位置进行 X 射线验证
（或 X 射线监测）。如果系统 初确定的校正位移超过 20 毫米或如果为
了适应非共面射野而旋转了治疗床，该图标也会显示。建议对所有这些情况
进行 X 射线验证。如果您的 ExacTrac 软件配置不包括 X 射线校正，则不
会显示该图标。

X-Ray Trigger Disabled

当患者不在治疗位置时，X 射线触发器或 X 射线按钮被禁
用。

Detecting Body Markers

ExacTrac 当前正在检测红外摄像头视野范围内的
身体标记。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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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less Positioning Array

在无框架放射外科治疗过程中（请参见第 166 页），ExacTrac 需要 Fra‐
meless Positioning Array。在 Patient Settings 中系统可为已定位数据
自动选择该选项，对其他颅脑治疗的情况，可进行手动选择。

IR Tool Not Detected

ExacTrac 未检测患者的红外标记配置。

Alert

ExacTrac 已检测到未成功的操作。

可见工具

图标中显示的摆位阵列对 ExacTrac
可见。

Store IR Reference

启动红外监控时，该图标指示需要保存红外身体标记参考以便使用红外方式
监控患者。

状态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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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tional Deviation

摆位期间，如果旋转精确度（横向、纵向和治疗床角度）降低，则显示该图
标。其阈值在患者设置中予以定义。

摆位期间，如果旋转精确度（横向、纵向和治疗床角度）低，则显示该图
标。其阈值在患者设置中予以定义。

Robotics 就绪

Robotics 已准备好可以移动。

使用 Manual Tilt 对话框时，单击移动按钮可移动 Robotics。

Robotics 锁定

Robotics 被 Lock All 功能锁定。

在用户解锁 Lock All 之前，不能进行移动。

Robotics 锁定

Robotics 被 Service Lock 功能锁定。

在用户解锁 Service Lock 然后解锁 Lock All 之前，不能进行移动。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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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消息：警告、错误、问题、提示

警告消息

消息

Patient Support Angle from DICOM Plan (<XX>°) differs more than 5 degree from the
planned Couch Angle received via ADI (<YY>°).Continue with Treatment is NOT recom‐
mended.（来自 DICOM 计划的患者支撑角度 [<XX>°] 与通过 ADI 接收到的计划治疗床角度
[<YY>°] 相差超过 5 度。不建议继续治疗。）

Before approving, ensure that the plan on ExacTrac corresponds to the plan on MO‐
SAIQ.Press 'Yes' to proceed to approving.Press“No”to return to the“Beam Map‐
ping”dialog.（在批准前，确保 ExacTrac 上的计划与 MOSAIQ 上的计划对应。点按“Yes”以
继续批准。按“No”返回“Beam Mapping”对话框。）

The selected patient was treated with ExacTrac Version <XX>.The PDF output might be
erroneous.Continue anyway?（所选患者采用 ExacTrac 版本 <XX> 进行治疗。PDF 输出可能有
误。仍然继续？）

It seems that the pendant was enabled before entering the Robotic Tilt dialog.Please
release pendant and re-enter this dialog.If problem persists please check all cable
connections or call Brainlab support.（在进入 Robotic Tilt 对话框之前控制柄似乎已被启
用。请释放控制柄并重新进入此对话框。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检查所有电缆连接或致电
Brainlab 支持团队。）

Marker configuration is symmetric within a certain security level!A matching ambi‐
guity cannot be excluded!The treatment of the patient is not recommended!（标记排列在
一定的安全级别内是对称的！无法排除匹配模糊问题！不建议进行患者治疗。）

Dicom RT Plan was changed after import.Plan date and time do not match with the im‐
ported plan.Do you still want to open this patient?（Dicom RT 计划在导入后发生改变。
计划日期和时间与导入的计划不匹配。仍然要打开此患者？）

Copying data may take several minutes.Do you really want to continue?（复制数据可能需
要几分钟。确定要继续？）

Destination folder already exists.Data will be overwritten.Do you really want to
continue?（目标文件夹已存在。数据将被覆盖。确定要继续？）

It seems that the pendant was enabled before entering the positioning mode.The au‐
topositioning mode will be disabled.Please release pendant and re-enter the positio‐
ning mode.If problem persists please check all cable connections or call Brainlab
support.（在进入摆位模式之前控制柄似乎已被启用。自动摆位模式将被禁用。请释放控制柄并
重新进入摆位模式。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检查所有电缆连接或致电 Brainlab 支持团队。）

Reference Star has moved!Please reload patient data and restart positioning.（参照星
形摆位器已移动！请重新加载患者数据并重新开始摆位。）

Volume of Interest is enabled for this patient.This version of ExacTrac features no
'Volume of Interest' license.Feature will be disabled.（该患者的感兴趣体积被启用。此
ExacTrac 版本没有“感兴趣体积”许可。功能将被禁用。）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check the applied correction on plausibility!（强烈建议
检查应用的校正是否可靠。）

Please be aware that using the windowing parameters influences the result of the Au‐
tomatic Image Fusion.（请注意，使用窗位设置参数会影响自动影像融合的结果。）

Make sure that the patient is in the final position for CBCT acquisition.The correc‐
tion shift will be applied relative to this position.（确保患者处于 CBCT 采集用的 终
位置。将应用相对于此位置的校正位移。）

Infrared Tool not visible.Please retry.（红外工具不可见。请重试。）

OBI did apply an offset before acquisition to avoid collision with the couch.Make
sure that the stored position is this offset position.Otherwise this will lead to an
incorrect treatment position.（为避免与治疗床发生碰撞，采集前 OBI 应用了偏移。确保储
存的位置是此偏移位置，否则会导致治疗摆位不正确。）

消息：警告、错误、问题、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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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Daily check was not successful.Do you want to continue and recalibrate?Answe‐
ring“YES”will invalidate the current calibration.（每日检查不成功。要继续并重新校
准？回答“YES”将使当前的校准失效。）

Positioning is based on 'Stent Detection' according to patient settings.This version
of ExacTrac does not feature respective license.Positioning changed to 'Bony Anato‐
my'.（根据患者设置，摆位是基于“支架检测”。此 ExacTrac 版本不具有相应的许可。摆位更
改为“骨骼解剖”。）

The isocenter position you are about to define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currently stored isocenter position.Make sure that the isocenter phantom is really in
the correct position!Do you really want to continue the calibration?（您要定义的等中
心位置与当前储存的等中心位置有显著不同。请确保等中心体模确实在正确的位置！确定要继续
校准？）

The Camera Calibration was performed far from the isocenter, which can result in low
accuracy around the isocenter!Please calibrate IR cameras again for safety!（摄像头校
准远离等中心，这可导致等中心周围的精确度低！为安全起见，请再次校准 IR 摄像头！）

Couch is not calibrated:Positioning of x-ray calibration phantom will not be possib‐
le!Please calibrate couch first.（治疗床未校准：将无法摆位 X 射线校准体模！请先校准治
疗床。）

Patient could not be loaded!（无法加载患者！）

Specified folders on left and right side are identical.（左侧和右侧的指定文件夹相
同。）

Additional comment was modified.Save changes?（附加备注已被修改。保存更改？）

WARNING!Received 'Patient Opened' via ADI.Multiple plans in ExacTrac are mapped to
this plan!（警告！通过 ADI 接收到“打开的患者”。ExacTrac 中多个计划被映射到此计
划！）

There are no Body Markers defined for this patient（未为此患者定义人体标记）

Do you really want to change assignment of PTVs?（确定要更改 PTV 指定？）

Only <XX> marker identified.Please, either define no markers at all or more than
three.（仅识别 <XX> 标记。请要么不要定义任何标记，要么定义三个以上的标记。）

No Body Markers defined!Only X-ray correction will be possible.（未定义任何人体标记！
将只能进行 X 射线校正。）

Copying from the same selected isocenter is not possible.（无法从相同的所选等中心复
制。）

There are already markers defined for the currently selected isocenter.These markers
will be lost when the copy procedure is performed.Do you want to continue?（当前选择
的等中心已经定义了标记。在执行复制程序时这些标记将丢失。要继续？）

<XX> markers copied.Please verify these marker coordinates.（标记已复制。请验证这些标
记坐标。）

Do you really want to change the assigned Physician?（确定要更改指定的医生？）

Could not enable 'Lock All'.Movement has been aborted.Ensure that Robotics is powered
and switched on.If the problem persists, pleas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无法启用
“Lock All”。已中止移动。确保 Robotics 通电并已开启。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The software detected a time-out problem.It is not recommended to continue!（软件检测
到超时问题。不建议继续！）

Couch doesn't move at all!Please check couch communication!（治疗床根本无法移动！请检
查治疗床通信！）

Either patient was shifted during movement or couch moves in wrong direction!（移动期
间患者发生位移，或者治疗床移动方向错误！）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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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The Patient is rotated more than 15°to the correct position or a matching ambiguity
occurred!The treatment of the patient is not recommended!（患者旋转超过正确位置
15°，或者发生匹配模糊问题！不建议进行患者治疗。）

Couch is not calibrated for automatic movement although there is a couch interface!
（尽管有治疗床接口，但并未进行治疗床自动移动校准！）

Treatment Beam Interlock will be disabled.Make sure that Linac is disabled to prevent
unintended irradiation!（治疗射束连锁将失灵。确保直线加速器被禁用，以防意外照射！）

Tool already exists.Overwrite?（工具已存在。覆盖？）

Tool definition will be lost.Do you want to exit now?（工具定义将丢失。要现在退出？）

Warning:Could not create session folder (<folder>).Saving is disabled.（警告：无法创
建治疗分次文件夹（<文件夹>）。保存被禁用。）

Beam Interlock will be cleared.Please turn off Treatment beam before repositioning.
（将解除射束连锁。在重新摆位之前，请关闭治疗射束。）

Beam Interlock will be cleared.Treatment Beam delivery will continue.（将解除射束连
锁。治疗射束投射将继续。）

<tool> will be visible in both X-ray images!Do you really want to continue?（<工具>
将在 X 射线影像中可见！确定要继续？）

There are no markers defined.（未定义任何标记。）

Couch moves in wrong direction!（治疗床移动方向错误！）

Shift to External Reference is exceeding 20 mm in at least one dimension.Make sure
that the patient was positioned correctly.Do you still want to proceed?（相对于外部参
照的位移至少在一个维度上超过 20 毫米。确保患者正确摆位。仍要继续？）

Shift to Reference Position is exceeding 20 mm in at least one dimension.Make sure
that the patient is still positioned correctly.Do you still want to proceed?（相对于
参照位置的位移至少在一个维度上超过 20 毫米。确保患者仍然正确摆位。仍要继续？）

Tilt Device Calibration aborted.（倾斜设备校准中止。）

Cannot restart services because ExacTrac application is still running.Please close
ExacTrac application before restart services.（由于 ExacTrac 应用程序仍然运行，无法重
启服务。请先关闭 ExacTrac 应用程序再重启服务。）

Failed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to the R&V system.Check if the network connection is
OK and properly configured.Retry?（建立与 R&V 系统的连接失败。检查网络连接是否正常且
配置正确。重试？）

Positioning Accuracy Settings were set back to Default due to detected inconsisten‐
cies.Please verify the values and adjust if necessary.See log file for more details.
（由于检测到不一致，摆位精确性设置被重置为默认值。请验证值并根据需要调整。详情请参见
日志文件。）

Detection marker pattern does not match the reference markers defined in the CT
scan.The planned 6D alignment cannot be performed as intended.Press“Cancel”to abort
the positioning procedure.Press“OK”to switch to a 3D“center of gravity
match”.Please make sure you have understood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approach.（检测
标记模式与 CT 扫描中定义的参照标记不匹配。无法按预期执行计划的 6D 对准。按“Cancel”
中止摆位程序。按“OK”切换到 3D“重心匹配”。请确保您已了解该方法的限制。）

ExacTrac could not calculate a unique match between the reference markers defined in
the CT scan and the markers detected from x-ray images.Press“Cancel”to abort the
positioning procedure.Press“OK”to switch to a 3D“center of gravity match”.Please
make sure you have understood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approach.（ExacTrac 无法计算 CT
扫描中定义的参考标记与 X 射线检测到的标记之间的唯一匹配性。按“Cancel”中止摆位程序。
按“OK”切换到 3D“重心匹配”。请确保您已了解该方法的限制。）

Confirm that PerfectPitch is leveled (pitch/roll =0°)!（确认 PerfectPitch 处于水平位
置（纵翻/侧翻角 = 0°）！）

消息：警告、错误、问题、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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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

消息

AuthenticationFailed Error received.Cannot connect to Treatment Application.（接收到
“验证失败”错误信息。无法连接到治疗应用程序。）

Cannot connect to Treatment Application.MaxUsers Error received.Treatment Application
needs to be restarted.（无法连接到治疗应用程序。接收到“ 大用户数量”错误信息。需要
重启治疗应用程序。）

UnknownRequest Error' received.Does the Treatment Application support the required
ADI Version?（接收到“未知请求”错误信息。治疗应用程序是否支持所需的 ADI 版本？）

No tool file for the <array> found!Pleas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找不到 <阵列> 的
工具文件！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The loaded CBCT scan is not the one of the correction to replay.Do you still want to
continue the replay?（加载的 CBCT 扫描并非要重播的校正扫描影像。仍要继续重播？）

Multiple Motion Enable Buttons pressed simultaneously.Movement disabled.（同时按下多
个移动启用按钮。移动被禁用。）

Unable to store Summary file.（无法储存摘要文件。）

No Users found.Administrators can create users in the User Manager.（找不到用户。管理
员可在用户管理器中创建用户。）

Could not find Dicom2Chunk Converter executable.Please specify the location of Di‐
com2Chunk Converter.（找不到 Dicom2Chunk 转换器可执行文件。请指定 Dicom2Chunk 转换器
的位置。）

No plan selected.Please select at least one DICOM plan.（未选择计划。请选择至少一个
DICOM 计划。）

Plan <planname> already imported.Please remove this imported plan first.（计划 <计划
名称> 已被导入。请先删除此导入的计划。）

Could not find the DICOM Dump executable.Pleas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找不到
DICOM Dump 可执行文件。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Patient has no DICOM data.Transfer to MOSAIQ not possible.（患者无 DICOM 数据。无法传
输到 MOSAIQ。）

Transfer to MOSAIQ is only possible if Couch Angle is below 5 degrees!（仅在治疗床角
度低于 5 度时才能传输到 MOSAIQ！）

Automatic Table Movement is only possible with COPLANAR treatments.Please use manual
table positioning!（仅在共面治疗时才能启用自动治疗床移动。请使用手动治疗床摆位！）

Acquisition of IR reference failed!Please ensure at least 4 markers visible to the
system.（红外参考采集失败！请确保有至少 4 个标记在系统视野内。）

Acquisition of IR reference failed!Please avoid moving IR markers.（红外参考采集失
败！请避免移动红外标记。）

The Robotics center position is invalid.Pleas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Robotics 中
心位置无效。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Movement cannot be served by Robotics device.The target position has not been rea‐
ched.Pleas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Robotics 设备无法执行移动。尚未到达靶区位置。
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The scheduled Robotics position is not valid.（排摆的 Robotics 位置无效。）

Movement has been aborted.The target position has not been reached.（已中止移动。尚未
到达靶区位置。）

Movement is not possible as Robotics is not homed.The target position has not been
reached.（由于 Robotics 未复位，无法移动。尚未到达靶区位置。）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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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trying to set the new Robotics center position.Pleas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尝试设置新的 Robotics 中心位置时发生错误。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
员。）

Cannot move to center as the Robotics center position is invalid.Pleas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由于 Robotics 中心位置无效，无法移动到中心。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
员。）

Robotics cannot serve the designated movement.（Robotics 无法执行指定的移动。）

Do you really want to re-initialize the device?（是否确定要重新初始化设备？）

Could not close device.（无法关闭设备。）

Device calibration is invalid.Please redo calibration procedure.（设备校准无效。请重
新执行校准程序。）

Could not initialize device.（无法初始化设备。）

Please start automatic positioning.（请启动自动摆位。）

Could not connect to ElektaCommunicationService.Verify Service is up and running.（无
法连接到 Elekta 通信服务。请确认服务运行正常。）

Failed to load patient data.No valid Dicom information found for this patient.（患者
数据加载失败。找不到该患者的有效 Dicom 信息。）

Tool file HNStar.tool not found.Pleas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找不到工具文件
HNStar.tool。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Patient is localized.Loading is aborted as there is no ET_FRAMELESS license.（患者已
被定位。由于无 ET_FRAMELESS 许可，加载被中止。）

Due to lack of memory Volume of Interest had to be deactivated for this patient.（由
于内存不足，必须撤销该患者的感兴趣体积。）

Source and destination folder must not be the same.（来源和目标文件夹不得相同。）

The patient files are currently locked by another computer and cannot be moved.（患者
文件当前已被另一台计算机锁定，无法移动。）

Patient has no treatment data.Export canceled.（患者无治疗数据。已取消导出。）

No file types selected for R&V export.Export canceled.（未为 R&V 导出选择文件类型。已
取消导出。）

The destination export folder (<folder>) could not be deleted.Close applications re‐
ferring to files within the export folder and retry export.R&V export canceled.（无法
删除目标导出文件夹（<文件夹>）。关闭引用导出文件夹内文件的应用程序并重新尝试导出。已
取消 R&V 导出。）

R&V Export:Some files could not be copied.（R&V 导出：部分文件无法复制。）

Error during R&V export.Files could not be created or copied.（R&V 导出期间发生错误。
无法创建或复制文件。）

Invalid R&V export settings.Please check your R&V settings in the ExacTrac ini or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R&V 导出设置无效。请检查 ExacTrac ini 中的 R&V 设置或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ET DXR Board is not connected.Unable to initialize X-ray hardware.（未连接 ET DXR 插
板。无法初始化 X 射线硬件。）

Unable to read flatpanel specification from ini.（无法从 ini 读取平板规格。）

Could not initialize interface to X-ray generator remote control.See log fil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X-ray Generator remote control disabled.（无法初始化 X 射线发生器
远程控制接口。详情请参见日志文件。X 射线发生器远程控制被禁用。）

Bumpsensor in camera was activated!Camera tracking may be incorrect!Please call
Brainlab support for further assistance.（摄像头中的碰撞传感器已激活！摄像头追踪可能
有误！如需进一步协助，请致电 Brainlab 支持人员。）

消息：警告、错误、问题、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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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Approval was not successful.Patient loading is canceled.（批准不成功。已取消患者加
载。）

Unable to initialize patient.See log file for details.（无法初始化患者。详情请参见日
志文件。）

Treatment file (<filename>) could not be loaded!Canceling summary creation.（无法加载
治疗文件（<文件名>）！正在取消摘要创建。）

Patient Position significantly changed since starting the import.Are you sure that
you want to continue?（自开始导入起，患者位置发生显著改变。确定要继续？）

Cannot start couch calibration.Ensure that the couch is properly connected.（无法开始
治疗床校准。确保治疗床连接正确。）

Error during X-ray hardware initialization（在 X 射线硬件初始化期间发生错误）

The action on the page was not successful and there is no failure case defined!（在页
面上的操作不成功且无任何已定义的故障案例！）

The selected patient is currently locked by another computer.The patient needs to be
unlocked for anonymization.（所选患者当前已被另一台计算机锁定。该患者需要被解锁才能进
行匿名处理。）

Target patient folder already exists in the backup directory!Please choose a diffe‐
rent name.（目标患者文件夹已存在于备份目录中！请选择不同的名称。）

Copying failed.Files could not be written to destination directory.（复制失败。文件无
法被写入目标目录。）

File <path> is write protected.Unable to change access rights!（文件 <路径> 受到写入
保护。无法更改访问权限！）

Patient loading is disabled due to an invalid IR calibration.Please calibrate the
system.（由于红外校准无效，患者加载被禁用。请校准系统。）

Failed to convert from internal to external Coordinates!Do not continue and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未能从内部坐标转换为外部坐标！请勿继续，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
员！）

It is recommended to perform localization again.（建议再次执行定位。）

Unable to read from flat panel.Close this wizard, check connection and start wizard
again.（无法从平板读取。关闭此向导，检查连接并再次启动向导。）

An error occurred.Please start correction again.（发生错误。请再次启动校正。）

Position of Calibration Phantom is not set.Define position first.（未设摆校准体模位
置。请先摆义位置。）

The Robotics Driver DLL could not be initialized.Pleas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无
法初始化 Robotics 驱动程序 DLL。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No connection to the Robotics Remote Control Module.Check the connection and try
again.（未连接 Robotics 遥控模块。检查连接并重试。）

No Robotics device seems to be connected.Ensure that the Robotics device is powered
and switched on.（似乎未连接 Robotics 设备。确保 Robotics 设备通电并已开启。）

The Robotics battery is empty.Robotics will not be able to move.（Robotics 电池已耗
尽。Robotics 将不能移动。）

Autocalibration or initialization failed.Press“Retry”to re-initialize or“Can‐
cel”to abort.（自动校准或初始化失败。按“Retry”以重新初始化，或按“Cancel”以中
止。）

Device is in security timeout.Press 'OK' to continue.Press“ESC”to abort auto-
alignment.（设备安全超时。按“OK”以继续。按“ESC”以中止自动对齐。）

Auto-alignment failed.Please check device or patient setup.（自动对齐失败。请检查设备
或患者设置。）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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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Angles larger than 0.2°detected.Please move isocenter phantom to isocenter position
and restart the calibration.（检测到大于 0.2°的角度。请将等中心体模移动至等中心位置
并重新开始校准。）

Unable to initialize x-ray acquisition.See log file for details.（无法初始化 X 射线采
集。详情请参见日志文件。）

Wrong or missing Isocenter Phantom DLL.Pleas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等中心体模
DLL 错误或丢失。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Connection Issues detected in ADI Connection.Received Tag </YMessage> is not 2 byte
aligned.It is NOT safe to continue with Treatment.Pleas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
（在 ADI 连接中检测到连接问题。接收到的标签 </Y 消息> 并非 2 字节对齐。继续治疗是不安
全的。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Rotation (<XX>°) out of range.Allowed values are -360 ...+360.（旋转 (<XX>°) 超出范
围。允许的值为 -360 ... +360。）

Could not open com port.Please check settings.（无法打开 com 端口。请检查设置。）

Internal failure of motor controllers.Please lock Robotics mechanically to continue
patient treatment.Please call Brainlab support for further assistance.（电动机控制器
发生内部故障。请机械地锁定 Robotics 以继续患者治疗。如需进一步协助，请致电 Brainlab
支持人员。）

CBCT data not in R&V system.（CBCT 数据不在 R&V 系统中。）

Could not create CBCT Volume Data.（无法创建 CBCT 体积数据。）

Could not find a log file for current plan.（找不到当前计划的日志文件。）

Tool is not visible!!（工具不可见！！）

Error during write operation.（写入操作期间发生错误。）

Failed to initialize Acrobat Reader.Pleas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未能初始化 Ac‐
robat Reader。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Error during PDF creation.PDF file (<PDFPath>) not accessible.（PDF 创建期间发生错
误。不可访问 PDF 文件（<PDF 路径>）。）

Unhandled exception in LoadSliceImage()!（加载切层影像() 中存在未经处理的异常！）

Invalid logfile.（日志文件无效。）

Logfile could not be loaded.（无法加载日志文件。）

Source folder does not exist.（来源文件夹不存在。）

Destination folder could not be created.（无法创建目标文件夹。）

<patientname> could not be copied to <destination>（<患者姓名> 无法复制到 <目标文件夹
>）

Files could not be copied.（文件无法复制。）

Automatic treatment beam interlock could not be initialized.Patient Monitoring will
be disabled.（无法初始化自动治疗射束连锁。将禁用患者监测。）

Automatic treatment beam interlock interface could not be closed.Please refer to user
manual how to enable Linac Interface manually.（无法关闭自动治疗射束连锁接口。有关如
何手动启用直线加速器接口，请参见用户手册。）

No valid ExacTrac license found!（找不到有效的 ExacTrac 许可！）

No tool files found!Please check path.（找不到工具文件！请检查路径。）

No functional Linac Interface.（没有可用的直线加速器接口。）

Please calibrate X-ray first.（请先校准 X 射线。）

Could not switch to continuous mode.（无法切换至连续模式。）

Unsupported Correction Mode（不受支持的校正模式）

消息：警告、错误、问题、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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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Unhandled exception during couch calibration!（治疗床校准期间未经处理的异常！）

Selected patient is currently locked by another computer.The patient needs to be un‐
locked for backup.（所选患者当前已被另一台计算机锁定。该患者需要被解锁才能备份。）

Treatment file could not be saved.（无法保存治疗文件。）

Selected patient is currently locked by another computer.The patient needs to be un‐
locked to be overwritten.（所选患者当前已被另一台计算机锁定。该患者需要被解锁才能覆
盖。）

The patient files are currently locked by another computer and cannot be deleted.（患
者文件当前已被另一台计算机锁定，无法删除。）

Error occurred during Dicom export:（Dicom 导出期间发生错误：）

Could not find tool <tool>.Pleas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 for assistance.（找不到工
具 <工具>。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进行协助。）

Couch Move Cancelled（治疗床移动已取消）

No 4DC address entered.（未输入 4DC 地址。）

Invalid port entered (default:56050).（输入的端口无效 [默认：56050]。）

No description entered.（未输入描述。）

Invalid ID entered (default:3263).（输入的 ID 无效 [默认：3263]。）

TCP/IP connect failed.（TCP/IP 连接失败。）

TCP/IP disconnect failed.（TCP/IP 连接断开失败。）

ERROR:Error during file handling!（错误：文件处理期间发生错误！）

ExacTrac background services encountered a failure.Please close the current patient
and quit the ExacTrac application.Restart the background services with the "ExacTrac
Service Manager GUI".Wait until all services returned to the state 'Running'.Start
the ExacTrac application again to continue working.（ExacTrac 后台服务遇到故障。请关
闭当前患者并退出 ExacTrac 应用程序。请通过“ExacTrac 服务管理器 GUI”重启后台服务。请
等待所有服务返回“运行”状态。请再次启动 ExacTrac 应用程序以继续工作。）

ExacTrac application cannot be started because background services are not started
properly yet.（ExacTrac 应用程序无法启动，因为后台服务尚未正确启动。）

Failed to retrieve CBCT scan!Retry?（读取 CBCT 扫描影像失败。重试？）

CBCT directory could not be created in patient folder.ExacTrac will now return to the
Positioning screen!（无法在患者文件夹中创建 CBCT 目录。ExacTrac 现在将返回摆位界
面！）

Connection to R&V system was lost and could not be re-established!（至 R&V 系统的连接
丢失，无法重新建立连接！）

The R&V system response to a patient related query did not yield the expected results
or could not be interpreted correctly.Please check the logfile for more informati‐
on.ExacTrac will now return to the Positioning screen!（R&V 系统对患者相关查询的没有
得到预期的响应结果或者无法正确解析。详情请查看日志文件。ExacTrac 现在将返回摆位界
面！）

Plausibility check for isocenters failed.Do you still want to continue?（等中心的可靠
性检查失败。仍要继续？）

Failed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to R&V system.Check if the network connection is OK
and properly configured.Retry?（建立与 R&V 系统的连接失败。检查网络连接是否正常且配置
正确。重试？）

ExacTrac is not ready for CBCT retrieval and will now return to the Positioning
screen!（ExacTrac 未准备好进行 CBCT 检索，现在将返回摆位界面！）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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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消息

消息

Do you really want to send a manual Authorization?Make sure the correct patient plan
is loaded and the patient is positioned properly.（确定要发送手动授权？确保已加载正确
的患者并已正确摆位患者。）

CBCT data not found on local disk.Shall the dataset be retrieved from R&V?（本地磁盘
上找不到 CBCT 数据。是否要从 R&V 检索数据集？）

You selected an empty physician as treatment filter.Do you want to change the <As‐
signed Physician> to the <All Patients> filter?（您选择了一个空的医生作为治疗过滤器。
是否要将 <指定的医生> 更改为 <所有患者> 过滤器？）

Do you want to exit ExacTrac?（要退出 ExacTrac？）

Reset will remove all existing beam mappings for this plan.Do you want to reset any‐
way?（重置将删除该计划的所有现有射束映射。仍要重置？）

The plan mapping was modified.If you cancel, all recent modifications are lost.Do you
want to cancel anyway?（计划映射已被修改。如果取消，所有 近的修改将丢失。仍要取
消？）

Do you really want to remove <username> from the user list?（确定要从用户列表中删除 <
用户名>？）

Do you really want to remove user?（确定要删除用户？）

You did not define a user password.For security reasons, this is not recommended.Do
you want to continue and keep the empty password for <user>?（您未定义用户密码。为了
安全，不建议这样。要继续并保持 <用户> 的密码为空？）

Do you really want to discard your current changes?（确保要放弃当前的更改？）

You did not save the currently edited user.Do you really want to leave the Password
Manager and discard the changes?（您未保存当前编辑的用户。确定要离开密码管理器并放弃
更改？）

You did not approve the fusion.Do you really want to finish?（您未批准融合。确定要结
束？）

Do you really want to cancel?（确定要取消？）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undo your approval?（确定要撤销批准？）

Do you really want to undo your approval?（确定要撤销批准？）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et the current position of Robotics as the new Robotics
center position?（确定要将当前的 Robotics 位置设置为新的 Robotics 中心位置？）

You did not approve the fusion.Continue anyway?（您未批准融合。仍然继续？）

The filename <filename> already exists.Save (with another name) anyway?（文件名 <文件
名> 已存在。仍要（以另一名称）保存？）

The Dicom Plan UID references already exist.Do you really want to overwrite the
existing information?（Dicom Plan UID 参照已存在。确定要覆盖现有的信息？）

The destination export folder <path> already exists.Do you want to overwrite this
data?（目标导出文件夹 <路径> 已存在。要覆盖此数据？）

The file <filename> already exists!Do you want to overwrite it?（文件 <文件名> 已存
在！要覆盖该文件？）

Your file prefix is empty.Do you still want to continue?（您的文件前 为空。仍要继
续？）

You did not select any files to export.Do you want to cancel R&V Export?（您未选择任
何要导出的文件。要取消 R&V 导出？）

消息：警告、错误、问题、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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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Detected marker pattern does not match reference pattern defined in the CT scan!Press
'Cancel' to manually improve alignment of markers in X-rays or CT set.If necessary
delete a marker.Press“Retry”to proceed using the center of gravity match instead.
（检测到的标记模式与 CT 扫描中定义的参照模式不匹配！按“Cancel”以手动改善 X 射线或
CT 集内标记的对齐。如果需要，删除一个标记。按“Retry”以开始使用重心匹配的中心来代
替。）

You did not approve the fusion.Do you really want to continue?（您未批准融合。确定要
继续？）

Infrared Tool not visible.Retry?（红外工具不可见。重试？）

Fusion has revealed a deviation!Do you really want to APPLY the shift?（融合发现偏
差！确定要应用位移？）

Fusion has revealed a deviation!Do you really want to IGNORE the shift?（融合发现偏
差！确定要忽略位移？）

Deselecting the Video Calibration will lead to an invalid calibration.Advanced Video
Options cannot not be used.Do you want to deselect anyway?（取消选择视频校准将导致无
效的校准。无法使用高级视频选项。仍要取消选择？）

Deselecting the FlatPanel calibration will lead to an invalid calibration.DRR Fusion
cannot be performed.Do you want to deselect anyway?（取消选择平板校准将导致无效的校
准。无法执行 DRR 融合。仍要取消选择？）

The current loaded patient needs to be unloaded in order to view the settings of the
selected patient.Proceed?（需要卸载当前加载的患者才能查看所选患者的设置。继续？）

Destination folder exists.Do you want to overwrite backuped patient data?（目标文件夹
已存在。要覆盖备份的患者数据？）

Another plan of the Patient <name> with Patient ID <ID> already exists in destination
folder.Both plans will coexist if you continue.Do you want to copy the plan anyway?
（患者 ID 为 <ID> 的患者 <姓名> 在目标文件夹中已有另一计划。如果继续，两个计划将共
存。仍要复制该计划？）

Do you wish to view the patient settings now?（要现在查看患者设置？）

This patient is currently loaded and active.Do you want to discard this patient and
delete it anyway?（该患者当前已加载并处于活动状态。仍要放弃并删除该患者？）

(Do you really want to permanently delete this patient data (<name>)?)Do you really
want to move this patient data (<name>) to the Recycle Bin?（（确定要永久删除患者数据
（<姓名>））？确定要将患者数据（<姓名>）转移到回收站？）

Do really want to remove all jobs in the queue list?（确定要删除队列列表中的所有任
务？）

Patient data of %s from %s-%d already exported.Do you really want to export the data
again?（%s 的患者数据已从 %s-%d 导出。确定要再次导出该数据？）

Do you wish to use these exposure values:Tube 1 <XX> kV <YY> mAs Tube 2 <XX> kV <YY>
mAs as default patient exposure settings?（是否要使用以下曝光值作为默认的患者曝光设
置：管 1 <XX> 千伏 <YY> 毫安秒，管 2 <XX> 千伏 <YY> 毫安秒？）

Gain image's acquired intensity should be between <XX> and <YY> percent of its maxi‐
mum signal.Acquired intensity is <ZZ> percent on average.Do you want to store the
gain correction image?（增益影像的采集强度应在其 大信号的百分之 <XX> 到 <YY> 之间。
采集强度平均为百分之 <ZZ>。是否要储存该增益校正影像？）

Do you want to apply the Winston-Lutz-Shift to your Isocenter Calibration?（是否要将
Winston-Lutz 位移应用到您的等中心校准？）

Do you really want to remove preset <presetname>?（确定要删除预设 <预设名称>？）

Did the test really fail?Please check the test box if the test was successful.（确定
测试失败？请检查测试方框以确定测试是否成功。）

Do you want to save the test results?（要保存测试结果？）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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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WARNING!A directory with the same name already exists on the remote computer!Over‐
write directory?（警告！在远程计算机上已存在相同名称的目录！要覆盖目录？）

sTmp + CString("" is read only.Do you want delete it?（sTmp + CString("" 为只读。您是
否要删除它？）

Close current patient files (<file>)?（关闭当前患者文件（<文件>）？）

Do you really want to exit?（确定要退出？）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log-off?（确定要注销？）

Do you want to export all data again?（要再次导出所有数据？）

Start IR only workflow?（开始仅 IR 工作流程？）

ERROR:Copy Patient Folder Check source/destination directories!Source:<source> Des‐
tination:<destination>.（错误：复制患者文件夹检查来源目录/目标目录！来源：<来源> 目
标：<目标>。）

Do you want to detect the Brainlab Frameless SRS Mask Base?（要检测 Brainlab 无框架
SRS 面膜底座？）

‘Yes’ will enable automatic Pre-positioning for the Cranial Positioning Array.
（“Yes”将启用颅脑摆位阵列的自动预摆位。）

‘No’will require manual Pre-positioning for the Cranial Positioning Array.（“No”
将需要对颅脑摆位阵列进行手动预摆位。）

‘Cancel’will abort this selection.（“Cancel”将终止该选择。）

提示消息

消息

Marker configuration is possibly symmetric!Please choose another marker pattern!（标
记排列可能为对称！请选择另一种标记模式！）

Marker configuration was moving during marker acquisition!（在标记采集期间标记排列发
生移动！）

There are ambiguities!But the defined Marker Configuration will ignore the ambiguous
marker points by pressing 'Yes'.Press“No”to correct the marker configuration.（存在
模糊问题！但通过按“Yes”，定义的标记排列将忽略模糊标记点。按“No”以更正标记排列。）

The Marker Configuration is not well defined due to ambiguities and will contain ad‐
ditional virtual markers!Do you want to store the Marker Configuration anyway?（标记
排列因模糊问题而未被妥善定义，并将包含附加的虚拟标记！仍要储存标记排列？）

Patient was moving during marker acquisition!（在标记采集期间患者发生移动！）

Another ExacTrac application is running, which should be closed first!（另一 ExacTrac
应用程序正在运行，应先将其关闭！）

Your current display is set to <XX> colors.Please change your display to 16Mio colors
in order to use the video option properly!（您当前的显示屏被设置为 <XX> 颜色。请将您
的显示屏更改为 16 百万颜色以便正常使用视频选项！）

The Robotics self test has failed.Robotics may not be able to move.（Robotics 自检失
败。Robotics 可能不能移动。）

Unable to access 3D tracking system.（无法访问 3D 追踪系统。）

There was a system break-down during calibration!Please calibrate your system for
safety!（校准期间系统崩溃！为安全起见，请校准系统！）

Tracking will be disabled from now on, but it is possible to override the bump sen‐
sor.'YES' will override bump sensor.Warning: tracking may be inaccurate!（从现在开始
将禁用追踪，但可能会覆盖碰撞传感器。“YES”将覆盖碰撞传感器。警告：追踪可能不准确！）

消息：警告、错误、问题、提示

446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2 ExacTrac 版本 6.5



消息

There was an inconsistency during loading.For safety reasons Settings Wizard is
started.See logfile for details.（加载期间存在不一致。出于安全原因，设置向导已启动。
详情请参见日志文件。）

No implanted markers defined for patient.Please define implanted markers first.Use
the \""Define Implanted Markers\"" entry in the \""Pre-Planning\"" menu.（没有为患者
定义植入式标记。请先定义植入式标记。请使用 \""Pre-Planning\"" 菜单中的 \""Define Im‐
planted Markers\"" 条目。）

No active patient.Please load patient first.（无活动患者。请先加载患者。）

Only for Brainlab service.Continue?This function is only used by service personnel of
Brainlab and should not be available for normal use.Pleas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
to disable this function.（仅供 Brainlab 维修人员使用。继续？此功能仅供 Brainlab 维修
人员使用，而并非供正常使用。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以禁用此功能。）

No CT image set for patient.Please load patient with image set.（患者无 CT 影像集。请
加载具有影像集的患者。）

Please perform Isocenter calibration first.（请先执行等中心校准。）

Please perform X-ray calibration first.（请先执行 X 射线校准。）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do a Daily Check first!（强烈建议先执行每日检查！）

This treatment is already queued and was not added to the queue again.（该治疗已在队
列中并且未被再次添加到队列。）

Object <object> already assigned to Isocenter <isocenter>.（对象 <对象> 已被指定到等
中心 <等中心>。）

<Robotics> will move towards the gantry for more than 1°.Please ensure there is no
risk for a collision with the gantry.（<Robotics> 将向机架方向移动超过 1°。请确保没
有与机架碰撞的风险。）

The Robotics battery is very low.Expect any movement to abort suddenly.Please re‐
charge as soon as possible.（Robotics 电池电量非常低。任何移动都可能会突然中止。请尽
快充电。）

Inconsistency between case file and additional case data detected.Settings Wizard is
restarted for safety reasons.Please verify settings.See logfile for details.（检测到
病例文件与附加的病例数据之间存在不一致。出于安全原因，设置向导被重启。请验证设置。详
情请参见日志文件。）

This is a QA feature.Do not use this feature for patient setup.（这是 QA 功能。请勿使
用此功能进行患者设置。）

<Robotics> will autocalibrate.Please ensure, that there is no patient on the table
and 'Lock All' is disabled!Pressing“OK”will start the procedure.（<Robotics> 将自动
校准。请确保治疗床上无患者且“Lock All”被禁用。按“OK”将启动程序。）

No markers visible!（无可见标记！）

Marker configuration is symmetric!Please choose another marker pattern!（标记排列可能
为对称！请选择另一种标记模式！）

Do you want to update the X-ray generator preset:<preset> to <XX> kV and <YY> mAs?
（要将 X 射线发生器预设：<预设> 更新为 <XX> 千伏和 <YY> 毫安秒？）

identical with messages \DlgDefineIRTool.cpp only different title（与 \DlgDefineIR‐
Tool.cpp 消息相同，仅标题不同）

Not enough markers visible!（没有足够的可见标记！）

No CT set available.（无 CT 集可用。）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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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override ExacTrac’s MV beam interlock?This will clear the
interlock on the linac and allow treatment.Ensure that the patient is in the correct
treatment position.（确定要覆盖 ExacTrac 的 MV 射束连锁？这将解除直线加速器上的连锁并
允许治疗。请确保患者处于正确的治疗位置。）

‘Yes’, ‘No’（“是”，“否”）

The ExacTrac MV beam interlock is disabled as long as this window is open.Selecting
Close will restore the interlock.（只要打开该窗口，ExacTrac MV 射束连锁便被禁用。选择
Close 将恢复连锁。）

‘Ok’（“确定”）

Multiple matches found!Beams successfully mapped to one of them.（找到多个匹配！射束
已成功映射至其中一个匹配。）

Not enough marker found in left / right image!Try to adjust windowing of images or
manually detect implanted markers.（未在左/右影像中找到足够的标记！尝试调整影像的窗位
设置或手动检测植入式标记。）

Not enough corresponding marker pairs detected!Try to adjust windowing or manually
detect implanted markers.（未检测到足够的相应标记对！尝试调整窗位设置或手动检测植入式
标记。）

No suitable configuration detected!Try to adjust windowing or manually detect im‐
planted markers.（未检测到足够的相应标记对！尝试调整窗位设置或手动检测植入式标记。）

Unknown marker type for the patient.Please select a correct marker type.（患者标记类
型未知。请选择正确的标记类型。）

Unable to reconstruct marker <yy>.Most likely the markers in both windows do not
match the same structure!（无法重建标记。两个窗口中的标记很可能不匹配同一个结构！）

Marker <yy> is out of sight in both X-ray images.Do you want to delete it (recommen‐
ded)?（两个 X 射线影像中的标记 <yy> 均不在视野之内。您是否要删除它（推荐）？）

消息：警告、错误、问题、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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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合规性

26.3.1 电磁发射

电磁环境

ExacTrac 系统适用于下表中指定的电磁环境。

用户应负责确保在此类环境中使用这些系统。

声明

关于电磁发射的指导和制造商声明：

发射试验 标准 合规等级

传导和辐射射频发射 CISPR11
1 组

A 类

谐波失真 IEC 61000-3-2 A 类

电压波动和闪烁发射 IEC 61000-3-3 符合

根据本设备的发射特征，本设备适用于工业领域和医院（CISPR 11 A 类）。如果用于住宅环境
（在该环境中，正常需要 CISPR 11 B 类），本设备可能无法为射频通信服务提供充分的保护。用
户可能需要采取一些缓解措施，如调整设备位置或方向。

警告

ExacTrac 仅供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使用。本系统可能引起无线电干扰或导致附近的设备停止运行。
因此，可能需要采取纠正措施，例如调整设备的方向或位置或者对现场进行屏蔽。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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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2 一般电磁抗扰性

电磁环境

ExacTrac 系统适用于以下几个章节中指定的电磁环境。

用户应负责确保在此类环境中使用这些系统。

电磁抗扰性声明

以下几个章节中的表格根据制造商的电磁抗扰性声明提供了指导。

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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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3 ExacTrac 的电磁抗扰性

电磁抗扰性试验

抗扰性测试 标准 IEC 60601-1-2 试验等
级

合规等级

静电放电 (ESD) - 接
触

IEC 61000-4-2

±8 千伏 ±8 千伏

静电放电 (ESD) - 空
气

±2 千伏、±4 千伏、
±8 千伏、±15 千伏

±2 千伏、±4 千伏、
±8 千伏、±15 千伏

辐射射频 EM 场 IEC 61000-4-3

3 伏

80 兆赫兹 - 2.7 千兆
赫兹

ISM 频段下 6 伏，1
千赫兹时 80% AM

3 伏

80 兆赫兹 - 2.7 千兆
赫兹

ISM 频段下 6 伏，1
千赫兹时 80% AM

射频无线通信设备的邻
近场 - 385 兆赫兹

IEC 61000-4-3

27 伏/米 27 伏/米

射频无线通信设备的邻
近场 - 450 兆赫兹

28 伏/米 28 伏/米

射频无线通信设备的邻
近场 - 710 兆赫兹、
745 兆赫兹、780 兆赫
兹

9 伏/米 9 伏/米

射频无线通信设备的邻
近场 - 810 兆赫兹、
870 兆赫兹、930 兆赫
兹

28 伏/米 28 伏/米

射频无线通信设备的邻
近场 - 1,720 兆赫
兹、1,845 兆赫兹、
1,970 兆赫兹

28 伏/米 28 伏/米

射频无线通信设备的邻
近场 - 2,450 兆赫兹

28 伏/米 28 伏/米

射频无线通信设备的邻
近场 - 5,240 兆赫
兹、5,500 兆赫兹、
5,785 兆赫兹

9 伏/米 9 伏/米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
交流电输入端口

IEC 61000-4-4

±2 千伏

100 千赫兹重复频率

±2 千伏

100 千赫兹重复频率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
信号输入/输出端口

±1 千伏

100 千赫兹重复频率

±1 千伏

100 千赫兹重复频率

浪涌 - 交流电输入端
口（线对线）

IEC 61000-4-5

±0.5 千伏、±1 千伏 ±0.5 千伏、±1 千伏

浪涌 - 交流电输入端
口（线对地）

±0.5 千伏、±1 千
伏、±2 千伏

±0.5 千伏、±1 千
伏、±2 千伏

浪涌 - 信号输入/输出
端口（线对地）

±2 千伏 ±2 千伏

已执行射频诱导的干扰
度试验

IEC 61000-4-6

3 伏

0.15-80 兆赫兹

ISM 频段下 6 伏，1
千赫兹时 80% AM

3 伏

0.15-80 兆赫兹

ISM 频段下 6 伏，1
千赫兹时 8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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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扰性测试 标准 IEC 60601-1-2 试验等
级

合规等级

工频磁场 IEC 61000-4-8
30 安/米

50 或 60 赫兹

30 安/米

50 或 60 赫兹

电压骤降

IEC 61000-4-11

0%

UT；0.5 个周期

在 0°、45°、90°、
135°、180°、
225°、270°和 315°
下 0% UT 下；1 个周

期

以及 70% UT；25/30

个周期

单相：0°下

符合

电压中断
0% UT；250/300 个周

期
符合

IEC 61000-4-6、IEC 61000-4-3

抗扰性测试 IEC 60601 测试等级 合规等级

无线射频传导 IEC 61000-4-6
3 伏均方根电压，150 千赫兹
到 80 兆赫兹

[V1] 3 伏

放射射频 IEC 61000-4-3
3 伏/米，80 兆赫兹 - 2.7 千
兆赫兹

[E1] 3 伏/米

注: 在 80 兆赫兹和 800 兆赫兹下，频率范围高者适用。
 

注: 这些指导原则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建筑物、物体和人体的吸收和反射会影响电磁传
播。
 

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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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4 射频通信设备

电磁环境

便携和移动射频通信设备可能会对本系统产生影响。

ExacTrac 适用于无线射频辐射干扰受控的电磁环境中。

根据通信设备的 大输出功率，下面是便携和移动射频通信设备（发射器）与 ExacTrac 之间的建
议 小间距，ExacTrac 用户只要保持此距离即可帮助防止电磁干扰。

间距

任何射频通信设备使用时，应距离 ExacTrac 的所有部件（包括制造商指定的线缆）30 厘米及以
上，包括 Brainlab 指定的线缆。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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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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