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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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邮件

美国和加拿大
电话：(800) 597-5911

传真：(708) 409-1619
us.support@brainlab.com

非洲、亚洲、澳洲、欧洲
电话：+49 89 991568-44

传真：+49 89 991568-811

support@brainlab.com拉丁美洲
电话：+55 11 33 55 33 70

传真：+55 11 33 55 33 79

日本
电话：+81-3-3769-6900

传真：+81-3-3769-6901

法国和讲法语的地区 电话：+33-800-67-60-30 support_fr@brainlab.com

反馈

尽管经过仔细审查，本手册中仍可能包含错误。

如果您有关于我们如何改善本手册的建议，请发电子邮件至 oncology.manuals@brainlab.com 联
系我们。

制造商

Brainlab AG

Kapellenstr.12

85622 Feldkirchen

Germany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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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法律信息

版权所有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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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rainSCAN™ 是 Brainlab AG 的商标。

• iPlan® 是 Brainlab AG 在德国和/或美国的注册商标。

• m3® 是 Brainlab AG 的注册商标。

非 Brainlab 商标

• Adobe® 和 Acrobat® 是 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 的注册商标。

• BodyFIX® 是 Medical Intelligence GmbH 的注册商标。

• Java™ 是 Sun Microsystems, Inc. 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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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 标志

• CE0123 标志表明 Brainlab 的 iPlan RT 符合医疗器械指令的基本要求。

• 根据 MDD（理事会指令 93/42/EEC），iPlan RT 属于 IIb 类产品。

处置说明

仅根据法律规定处理电气和电子设备。有关 WEEE（废弃电气电子设备）指令的信息，请访问： 

www.brainlab.com/w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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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期受众

iPlan RT 的目标用户是特定的医学专家（医学物理师、放射肿瘤学家、剂量测定师、内科医生
等），他们应当充分了解医学物理和医学影像领域的英语技术词汇，以便于适当了解 iPlan RT 用
户界面。

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

iPlan RT 4.5 治疗计划系统按照以下国际标准设计和制造：IEC 62083、IEC 62304、IEC 62366、
IEC 13485。

iPlan RT 4.5 系统和随附的文档按照 IAEA-TECDOC-1540 第 5 章“测试类型”进行了测试。

更多信息可应请求提供。

联系方式和法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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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信息

所有 Brainlab 用户指南的原稿均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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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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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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预期用途

1.3.1 使用系统

适应症

iPlan RT 是一种放射治疗计划系统，适合用于对颅脑、头颈和颅外病变进行立体定向的、适形
的、计算机计划的、基于直线加速器的放射治疗。

谨慎操作硬件

系统部件和附属仪器包含精密的机械零件，请谨慎操作。

仅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可以操作系统部件和附属仪器。

正确使用

Brainlab 计划应用程序仅设计用于为医务人员提供额外协助。在使用期间，它们并不能取代用户
经验或使用户免责。

安装

如果系统连接到局域网 (LAN)，Brainlab 建议安装恶意软件防护软件（例如病毒扫描程序），并
使其定义文件保持 新。

请注意，恶意软件防护软件设置可能会影响系统性能，例如在监控每次文件访问的情况下，患者数
据加载和保存速度可能会变慢。因此，Brainlab 建议禁用实时扫描，并在非临床时间执行病毒扫
描。

对操作系统（修复补丁）或第三方软件的更新应在临床工作时段之外的测试环境中进行，以验证
Brainlab 系统正常工作。修复补丁应保持 新。Brainlab 监测发布的 Windows Hotfixes
（Windows 修补程序），并可确定某些更新是否可能会引发问题。

如果遇到关于操作系统修复补丁的问题，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可靠性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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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放射治疗/放射外科治疗方法治疗患者的决定应由经验丰富的神经外科医生或放射肿瘤医生做
出。他们的判断应基于自己受到的医学培训和以前的经验，以及 iPlan RT 系统的测量精确度。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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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与医疗设备的兼容性

硬件限制

切勿使用未在下面部分中记录为与 iPlan RT 兼容的硬件设备。这样可能会导致患者未对准，使患
者受到严重伤害。

系统硬件不能由用户更改。如果对系统进行更改，Brainlab 概不负责。必须遵循当地法规。

软件限制

为了优化系统性能，应避免与 iPlan RT 同时运行不必要的应用程序。

与医疗设备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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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Brainlab 医疗器械

兼容的 Brainlab 医疗器械

iPlan RT 与以下硬件兼容：

Brainlab 医疗硬件 备注

CT/X 线定位器和靶点摆位器

Brainlab CT/X 线定位器（位于 Brainlab 系统 / Radionics

头环 BRW-HR/UCHR / Leksell 头环 G 框架上）

Brainlab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靶点摆位器

头颈定位器和靶点摆位器（位于 Brainlab 头部和颈部系统
上）

Radionics BRWLF（位于 Radionics 头环 BRW-HR/UCHR 上）

Leksell CT 指示器，9 杆（位于 Leksell 头环 G 框架上）

Medical Intelligence Bodyfix 20

Medical Intelligence Bodyfix 14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
和靶点摆位器 结合 CT 定位器和患者设置器械以便于附加计算机生成的打印

输出进行激光对准与头部和颈部治疗系统结合使用
的头颈定位器和目标定位器

立体定向靶点摆位器
Brainlab 靶点摆位器

Brainlab 经典靶点摆位器

用于 Leksell 头环的靶点摆位器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延伸装置

Brainlab 无框架立体定向放射外科组件Brainlab 成像治疗床面

Brainlab ICT 无框架延伸装置

DICOM RT 导出仅适用于非定位数据集以及使用 Brainlab 硬件定位的数据集。

只有上面指定的 Brainlab 医疗器械才能与本医疗器械结合使用。使用未经 Brainlab 授权的医疗
器械组合可能会对本医疗器械的安全性和/或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危及患者、用户和/或环
境安全。

仅可将 Brainlab 指定的器械和备件与 iPlan RT 结合使用。使用未经授权的器械/备件可能会对
医疗器械的安全性和/或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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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inlab 授权的人员才能在 Brainlab 系统上安装软件。切勿安装或删除任何软件应用
程序。

兼容的 Brainlab 医疗软件

iPlan RT 可与由 Brainlab AG 生产的下述医疗软件应用程序兼容。

Brainlab 软件 版本 备注

Brainlab Elements -

放疗轮廓绘制工作流程

Patient Data
Manager 2.0
（Content Mana‐
ger 2.0、Patient
Browser 4.0、
Dicom Viewer
2.0）

Patient Data
Manager 2.2
（Content Mana‐
ger 2.2、Patient
Selection 4.1）

iPlan RT 4.5 可读取 Brainlab Elements 写入的
xBrain 数据。

ExacTrac
3.5、5.0、5.5、
6.0、6.1

Brainlab 患者定位系统。

ExacTrac Vero
3.0、3.1、3.2、
3.5

iPlan NET
2.0、2.5、3.0、
4.0

iPlan RT 可与 iPlan NET 服务器平台兼容。

iPlan RT Dose 3.0、4.0、4.1
用于放射治疗和放射外科治疗计划。使用
iPlan RT Dose 3.0 和 4.0 计划的数据可导入
iPlan RT Dose 4.1。

iPlan RT Image 3.0、4.0、4.1
用于放射治疗和放射外科治疗计划。使用
iPlan RT Image 计划的数据可导入 iPlan RT
Dose 治疗计划软件。

PatXfer RT 1.5 用于将扫描的影像导出到 iPlan 工作站。

Brainlab m3 用户界面软
件

3.0
用于 Siemens Linac Primus/Oncor/Artiste/
Oncor 160/Mevatron 上的 m3 用户界面。

iPlan RT 4.5 可读取使用 iPlan RT Image/Dose 3.0、iPlan RT Image/Dose 4.0 和 iPlan RT
Image/Dose 4.1 写入的计划。并非所有软件版本都可以读取使用更高版本创建的治疗计划。

• iPlan 软件应用程序不可前向兼容。

• 使用 Brainlab 的 BrainSCAN 软件创建的治疗计划无法加载到 iPlan RT 中。

下面的软件可读取使用 iPlan RT 4.5 保存的计划：

• iPlan RT Image 4.1

• iPlan 3.0

切勿将“Transfer DICOM to R&V”功能 (DCM2RV) 用于 iPlan RT 4.5.x，因为此版本之前的软件
不支持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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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医疗设备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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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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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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

兼容的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

iPlan RT 可与以下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兼容。如需更多信息，请咨询 Brainlab 支持专家。

医疗设备 型号 制造商

BodyFIX 系统
BodyFIX 20 定位器

Medical Intelligence
BodyFIX 14 定位器

Leksell CT 指示器 9 杆，用于 Leksell Coordinate Frame G 头环 Elekta

Radionics BRW-LF 用在 Radionics BRW-HR/UCHR 头环上 Radionics

Varian IGRT 厚 Varian

Varian IGRT 薄 Varian

iBEAM evo

iBEAM evo Extension 415

ELEKTA

iBEAM evo Extension 650

iBEAM evo Extension H&N

iBEAM evo Fra‐
meless Exten‐
sion

兼容的 Brainlab 硬件：

• 头颈定位器和靶点摆位器

•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
定位器和靶点摆位器

• 无框架 SRS 面膜系统

如需更多信息，请咨询
Brainlab 支持专家。

• 通常，iPlan RT 可将数据导出到所有主要的记录和验证系统。更多信息见第 350 页。

• DICOM RT 导出仅适用于非定位数据集以及使用 Brainlab 硬件定位的数据集。

• 请联系 Brainlab 销售或支持代表以了解关于可支持的直线加速器/MLC 组合的详细信息。

其他非 Brainlab 设备

第三方硬件的设计或几何形状可能变更。即使本用户指南中已指出可以兼容，用户也应负责验证任
何第三方硬件与 iPlan RT 的兼容性。

使用未经 Brainlab 授权的医疗器械组合可能会对本器械的安全性和/或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并
可能危及患者、用户和/或环境安全。

与医疗设备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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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非 Brainlab 软件

授权

只有经过 Brainlab 授权的人员才能在 Brainlab 系统上安装软件。切勿删除或安装除恶意软件防
护软件和操作系统“修复补丁”更新之外的任何软件应用程序。

兼容的非 Brainlab 软件

iPlan RT 可与以下非 Brainlab 操作系统兼容：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Professional（32 位和 64 位）

Windows 2003 Server（32 位）

Windows 2003 Server R2（64 位）

Windows 2008 Server（64 位）

Windows 7 Ultimate（64 位）

Windows 8.1 Pro（64 位）

如需关于服务包兼容性的详细信息，请咨询 Brainlab 支持专家。

所有磁带驱动器都必须在 Windows XP Device Manager（设备管理器）中禁用。

iPlan RT 不得安装在除上述特别发布的版本之外的任何操作系统上。

只有 Brainlab 指定的软件才能与 iPlan RT 共用。使用未经 Brainlab 授权的非 Brainlab 软件
（除恶意软件防护软件和操作系统“修复补丁”更新之外）可能会对 iPlan RT 系统的有效性产生
不利影响。

同一工作站上的非 Brainlab 软件

在与 iPlan RT 相同的工作站上安装并运行下列软件是可以接受的：

软件 版本 备注

由 RaySearch Laboratories
AB 生产的 RayStation

4.7 以后的版本 用于放疗的治疗计划系统

集成的第三方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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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inlab DICOM 符合性声明 (www.brainlab.com)。

• 支持 RTPConnect（请参见 RTPConnect 8.30 符合性声明 2005/07/13 和 RTPConnect 接口规范
(2007/08/01)）。

• 本软件部分基于 Independent JPEG Group 和 Sun Microsystems Inc. 的作品。

• Brainlab PDF 查看器的安装启用基于 PDF Direct/PDF Quick View 库（版权所有 2003-2011
soft Xpansion GmbH & Co. KG.）。

iPlan RT 使用 Java 1.6 运行时环境（或更高版本）。启动 iPlan RT，即表示用户同意接受相应
许可协议的条款。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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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非 Brainlab 医疗软件

授权

只有经过 Brainlab 授权的人员才能在 Brainlab 系统上安装软件。切勿删除或安装除恶意软件防
护软件和操作系统“修复补丁”更新之外的任何软件应用程序。

兼容的非 Brainlab 医疗软件

iPlan RT 可与由 RaySearch 生产的下述医疗软件应用程序兼容：

软件 版本 备注

InverseArc 1.0

InverseArc 1.0 将使用 iPlan
RT 4.5 Dose 或任何第三方治
疗计划系统创建的治疗计划转
换为同等的 VMAT（容积调强弧
形治疗）计划。

其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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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医疗设备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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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培训和文档

Brainlab 培训

为了确保安全和正确使用，在使用系统之前，所有用户均应参加由 Brainlab 代表举行的培训课
程。

职责

iPlan RT 系统部件和附属设备只能由具备资质的医学专家操作。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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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文档

阅读用户指南

使用 Brainlab 计划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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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的用户指南

用户指南 内容

临床用户指南 关于使用 iPlan RT 计划应用程序的详细说明。

软件用户指南 (Physics Ad‐
ministration)

关于使用 Physics Administration 应用程序的详细说明。

技术参考指南（Brainlab 物
理原理）

关于 Brainlab 放射治疗计划软件中所用的射束数据测量、质量
保证和剂量算法的详细信息。

培训和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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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第三方硬件上的 iPlan RT

一般信息

如果满足下述的硬件和操作系统要求，Brainlab RT 计划软件可安装在第三方硬件上。

在 RT 计划软件安装过程中，将按照 Brainlab 验收协议验证一般兼容性。如果在安装原始 RT 计
划软件后安装或改装了第三方软件，Brainlab 建议重新进行验证测试。

软件要求

软件 要求

操作系统

Windows 7 Ultimate（64 位）

Windows 2008 Server（64 位）

Windows 8.1

如需关于服务包兼容性的详细信息，请咨询 Brainlab 支持专家。

Brainlab RT 计划软件禁止安装在未满足建议硬件要求的系统上。

工作站的硬件要求

硬件 要求

CPU
2 x Intel Xeon E5-2630 v2 或同等配置；

12 核或同等配置；HT 禁用

芯片组 Intel C602 芯片组系列或同等配置

内存 16 GB 或更高

硬盘

2 卷分区：

C:\ 用于操作系统

F:\ 用于应用程序

硬盘

RAID 5 卷以及

4 x 硬盘

小 7,200 U/分钟

每个硬盘 1 TB，16 MB 缓存

显卡

Nvidia Quadro 显卡，支持 OpenGL 2.0，1 GB
或更高显存

例如，NVIDIA Quadro K2000

屏幕分辨率 1,600 x 200 或 1,920 x 1,200

颜色质量 24 位

网络连接 1 千兆位/秒

服务器或虚拟机的硬件要求

硬件 要求

CPU
2 x Intel Xeon E5-2667，2.9 GHz；

12 核或同等配置；HT 禁用

芯片组 Intel C600 芯片组系列或同等配置

内存 32 GB 或更高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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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要求

硬盘

RAID 5 卷以及 2 卷分区：

C:\ 用于操作系统， 小 50 GB

F:\ 用于应用程序和数据， 小 100 GB

显卡

NVIDIA Quadro 2000 1 GB，PCIe 3.0 用于高级
3D 选项

（不适用于虚拟机，原因是不支持 GPU 虚拟
化）

网络连接 1 GB 网络服务器适配器

硬盘驱动器 250 GB 磁盘空间

计算机硬件计划用于医院环境内。医院必须遵守通用的法规和标准（例如 IEC 60601-1、IEC
60950），即在医院环境内必须使用符合适用标准的部件。

对工作站硬件的变更不在 Brainlab 的控制范围内。您必须遵守相应的当地法规。

安装其他软件

Brainlab 不允许将 Brainlab RT 计划软件安装在已经安装了第三方医疗软件的平台上。这是因为
无法排除 Brainlab RT 计划软件与第三方软件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在此情形中，用户应
当负责提供和确定适当的平台，确保满足 Brainlab RT 计划软件的既定安装要求。

Brainlab 建议不要在平台上安装任何第三方软件，因为第三方软件可能会影响 Brainlab RT 计划
软件的性能。用户应当负责验证 Brainlab RT 计划软件未受任何第三方软件安装或第三方软件更
新的影响，为此，可能会使用本软件用户指南中提供的软件重新验证说明。

第三方硬件上的 iPlan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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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安全注意事项

一般信息

本部分包含安全有效地操作治疗计划系统必须考虑的重要信息。

您有责任建立适合检测治疗计划和治疗递送系统的错误、限制或不准确问题的全面质量保证计划。
如需更多细节，请咨询技术参考指南 Brainlab 物理原理 中的质量保证章节。

测量 iPlan RT 系统与使用体模的旧治疗递送系统共用时的绝对精确度。在配置计划参数时必须考
虑测得的精确度，以确保准确的治疗递送。

确保对患者正确地实施治疗计划。强烈建议使用与实际治疗中的真实患者完全相同的参数设置对每
一个治疗计划进行体模验证。

为了确保在多种治疗计划系统中的定位和治疗参数一致性，所有 终定位和治疗参数都必须由同一
治疗计划系统提供。如果来自 iPlan RT 的信息直接用于患者摆位（例如靶点摆位器覆盖），则相
应的治疗计划必须来自 iPlan RT，且治疗计划不得使用任何其他治疗计划系统进行修改。

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 (SRS) 和立体定向体部放射治疗 (SBRT) 之类的立体定向治疗采用很高的
剂量率和分次剂量，通常计划时必须缩小标靶体积边距。因此，在治疗计划、计划传输和治疗递送
过程中必须采取额外的安全预防措施。强烈建议在每次立体定向患者治疗之前执行额外的质量保
证。

所有治疗计划报告必须先得到具备资质的人员批准，其中所含的信息才能用于放射治疗目的。

建议使用治疗计划报告直接在治疗递送系统上验证所有治疗参数，包括但不限于准直仪大小和位
置、设备角度和剂量规范。

在客户完成治疗计划系统的验收、验证和批准（包括射束数据资料）之后，才能开始患者治疗。

对于每个患者治疗计划，用户必须验证直线加速器的计划配置被正确地传输并应用于直线加速器。
这包括但不限于矫平过滤器模式和附件配置。

确保获得授权执行治疗计划功能的人员得到关于其所执行功能的正确培训。

务必了解输出的质量主要取决于输入数据的质量。在使用数据之前，必须彻底地调查输入数据单
位、标识或任何其他性质的质量问题中的任何异常或不确定情况。

确保成像设备（例如 CT 影像扫描设备）已正确配置和校准。使用成像和验证测试体模定期检查校
准。

检查用于剂量计算的所得外部轮廓和组织模型的精确度。与治疗相关的区域必须完整地包含在此轮
廓中。

确保在整个治疗计划流程中，您始终处理正确的患者数据集。患者信息显示在 iPlan 治疗计划系
统的导航区中。

务必确保用于治疗患者的治疗递送系统与计划流程中的预期系统相同，即所选的机器数据资料对应
于治疗机器。

确保在实施治疗之前任何治疗附件（例如锥形准直仪安装件以及治疗计划要求的锥形准直仪尺寸）
正确安装在射束路径中。如果缺少附件或附件错误，您的治疗递送系统可能无法产生射束联锁。另
请参阅附件随附的文档。

在治疗前，您应当在治疗室内以适当的方式验证所选的机架和治疗床角度可以用于执行治疗，而不
会导致患者人身伤害，或损坏治疗递送系统等设备。

建议在治疗之前利用适当的位置验证方法验证和确认患者设置。示例计划可使用体模生成，并测试
实际患者设置方法的精确度。

确保 iPlan 治疗计划系统配置正确且配置反映治疗递送系统的参数。这些参数包括但不限于直线
加速器标度惯例、机械限制或剂量测定参数，例如直线加速器能量或 SRS 和 FFF（无矫平过滤
器）之类的通量模式。

您自己负责确保不同配置位置（例如，治疗计划系统、记录和验证系统以及治疗递送系统）之间的
机器配置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同步。若用于执行计划和治疗的机器配置不匹配，则可能会导致意外地
进行治疗递送或临床工作流程中断。

Brainlab 提供 新的测量说明。确保在射束数据采集期间使用 新的测量说明。如需更多信息，
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专家。

确保您的射束数据测量保持 新，且剂量算法正确配置和校准。使用体模测量定期检查配置和校准
情况。

如果治疗递送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组件进行了改装、交换或重新校准，则必须按照质量保证程序重
新验证治疗计划系统与治疗递送系统组合。如果经过改装的组件影响系统的剂量测定参数，则必须
重复射束数据测量并使用 Beam Profile Editor/Physics Administration 修改输入系统的数据。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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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非绝对必要，不应更改预安装的驱动程序等。在进行驱动程序更新、病毒扫描程序更新或相似操
作时，确保 iPlan 行为保持不变。强烈建议进行软件重新验证。

您必须认真地遵循剂量测定设备制造商指定的规范和建议。特别是对于所有剂量探测器，都有明确
指定的适用射野大小范围。使用超出此规范的剂量测定设备或使用方法不当可能会造成剂量计算错
误。

在系统验收期间安装的 Brainlab 射束数据（如 Novalis Tx）仅用于测试目的，不适合临床使
用。

在将测得的数据发送到 Brainlab 时，应遵循下面的规则：

• Brainlab 无法验证以下数据的正确性：

- 从用户接收的任何数据。

- 返回给用户的任何数据。

• Brainlab 根据接收的数据提供的任何反馈或建议取决于数据本身的正确性。

• 如果接收的数据经过 Brainlab 处理并返回给用户，并不能确保返回的数据正确。

• 用户完全负责验证 Brainlab 返回的数据的正确性，同时完全负责验证 Brainlab 提供的任何反
馈或建议的正确性。用户必须先验证 Brainlab 返回的数据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然后才能执行任
何患者治疗。

• Brainlab 可能已处理特定数据的事实并不影响由用户完全负责 终射束数据资料正确性的要
求。

另请参阅技术参考指南 Brainlab 物理原理和软件用户指南 Physics Administration。

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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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PLAN 工作站设置
2.1 系统规格

2.1.1 工作站基础知识

iPlan 工作站

图 1 

系统安装

交付的 iPlan 工作站预安装了所有必要的硬件和软件，可立即投入使用。在系统验收后，将会创
建 iPlan RT 的安装备份。此备份只能在您的 iPlan 工作站上运行。

医院系统管理员或相似职能的人员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 iPlan 工作站被无授权访问。

iPlan RT 只能在一台特定的 iPlan 工作站或服务器上运行。如果 iPlan 工作站出现任何问题或
遇到许可问题，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在系统崩溃时，系统可以恢复以提供必要的备份数据
（测量数据、特定用户设置、安装程序和许可文件等）。

工作站硬件不能由用户更换。如果对系统进行更改，Brainlab 概不负责。必须遵循当地法规。

iPLAN 工作站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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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硬盘和网络驱动器

可用驱动器

iPlan 工作站安装有 MOD/DAT 驱动器（可选）、Zip 驱动器（可选）、DVD±R/RW 驱动器和 USB
驱动器。此外还可以连接至医院的计算机网络。

数据传输

扫描的影像可从 MOD 磁盘或 DAT 磁带复制至 iPlan 工作站的硬盘，或通过网络传输至工作站。
仅当用户拥有管理员权限时，才能访问来自 MOD 和磁带的数据。

更多信息

在工作站的制造商文档中提供了关于 iPlan 工作台的详细技术信息（包括运输、储存、操作和维
护等相关信息）。

文件

iPlan RT 使用不同的校验和来验证所有相关设置文件的正确性以及治疗计划数据。如果未使用
iPlan RT 而有意或无意修改了这些文件之一，软件将会显示错误消息。切勿删除或修改任何与
iPlan RT 相关的数据！如果不能使用 iPlan RT 软件完成有关 iPlan RT 所需的任何修改，请联
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当出现紧急情况时（例如硬盘崩溃），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系统可以恢复以提供必要的备
份数据（测量数据、特定用户设置、安装程序和许可文件等）。

初始化测试

为确保 iPlan RT 仅在计算机硬件和算法处理器均完全正常工作时方会运行，在软件启动时将会运
行测试。为此，软件将针对每个处理器单元在系统内存的大型数据组执行复杂的计算。如果结果与
此计算的标准结果不匹配，将会显示一条错误消息，软件将会终止。在这种情况下，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系统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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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远程客户支持

一般信息

根据用户要求，可为 iPlan 工作站配备远程访问 Brainlab 支持人员的功能。

单击 Windows Start（开始）菜单中的 Start iHelp（启动 iHelp），可激活此远程访问功能。

Start（开始）菜单

图 2 

一旦 iHelp 激活，Windows 系统托盘中将会显示相应的图标。

现在，Brainlab 支持人员可以远程访问您的 iPlan 工作站，执行诊断等操作。

要禁用远程访问功能，在 Windows Start（开始）菜单中单击 Stop iHelp（停止 iHelp）。

更多信息

有关安装和使用条款的更多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help.support@brainlab.com 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iPLAN 工作站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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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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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iPLAN RT
3.1 启动软件

如何启动 iPlan RT Dose

步骤

要在 iPlan RT Dose 配置中启动 iPlan RT 和显示治疗计划选择屏幕，双击 iPlan RT Dose 图
标。

如何启动 iPlan RT Adaptive

步骤

要在 iPlan RT Adaptive 配置中启动 iPlan RT 和显示治疗计划选择屏幕，双击 iPlan RT
Adaptive 图标。

请参见第 393 页。

如何启动 iPlan RT Phantom QA

步骤

要在 iPlan RT Phantom QA 配置中启动 iPlan RT 和显示治疗计划选择屏幕，双击 iPlan RT
Phantom QA 图标。

请参见第 425 页。

如何启动 iPlan RT Review

步骤

要在 iPlan RT Review 配置中启动 iPlan RT 和显示治疗计划选择屏幕，双击 iPlan RT Review
图标。

请参见第 328 页。

使用 iPLAN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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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启动 Physics Administration

步骤

要启动程序，双击 Physics Administration 图标。

请参见软件用户指南 Physics Administration 4.5。

启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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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应用程序的访问限制

一般信息

所有 iPlan RT 软件为其用户实施访问限制。

Authorization Manager（授权管理器）

用户管理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Authorization Manager（授权管理器）。要在 Windows 中访
问此功能，从 Start/Run（开始/运行）菜单中调用 azman.msc。它使用授权存储文件将用户与角

色匹配。如果文件位置未正确设置，请联系 Brainlab。目前，访问限制管理两种不同的权限： 

• 批准（请参见第 327 页）

• 软件使用（见下述）

软件使用的访问限制

软件使用默认限于授权的用户。要登录，用户必须输入登录名和密码：

图 3 

当应用程序启动时，您可以单击 Exit 来退出应用程序。

注 : 尝试登录连续三次失败后，相应的 Windows 用户帐户将被锁定，具体取决于 Windows 配
置。
 

使用 Authorization Manager（授权管理器）

强制登录设置可以由 Brainlab 支持人员关闭，但我们强烈建议用户不要这样做。您的监管机构甚
至会要求开启此设置。访问软件的权限默认链接至操作名称 use iPlan RT Dose，后者连接至

授权存储文件中的 iPlanRTDoseUser 角色。 

通过使用 Authorization Manager（授权管理器），可以将用户添加至 iPlanRTDoseUser 角
色，以获取访问软件的权限。只能指定具有有效 Windows 登录权限的用户。您将负责保持此角色
指定 新。

您的监管机构可能要求您提供对软件的紧急访问。如果有此要求，您负责创建紧急访问用户，并为
此用户关联 iPlanRTDoseUser 角色。您还将负责限制紧急访问用户凭据的使用。

自动注销

当应用程序在额定的时间内未使用时，当前的用户会被自动注销。自动注销前的时间长度在
iPlanSettings 中设置，可由 Brainlab 支持人员更改。 

默认超时时间为 15 分钟。当登录对话框在超时后显示，或当用户变更时，登录对话框 Exit 按钮
将会被禁用，需要有权限的用户正确关闭应用程序。

更换当前用户

您可以更改激活的用户，而无需退出 iPlan RT：

使用 iPLAN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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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单击应用程序右下角的 Brainlab 图标，打开 About iPlan 框。

2. 单击 Change User。随之显示登录对话框。

3. 使用您的凭证登录，成为激活的用户。

审核日志

软件在加密文件中记录登录和计划保存操作，以及用户、应用程序和操作时间。当监管机构或法律
诉讼中要求您提供这些信息时，Brainlab 支持人员可以解密并提供这些信息。

安全注意事项

用户不得共享他们的登录信息。每个用户就治疗计划的任何更改承担全部责任。如果您的用户名和
密码遭到破坏，请联系您的系统管理员。

启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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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治疗计划概述

一般信息

本章中简介 iPlan RT 界面。

开始之前

步骤

1.
如果 iPlan RT Image 适用于您的 iPlan 工作站，可用于执行预计划（例如定位颅脑数
据、影像融合和初始对象创建）。 

2. 现在可以在 iPlan RT Dose 中打开治疗计划。

注 : 在患者名称或数据路径中，不建议使用特殊字符和元音转换，例如 ä、ü 和 ö。文件全名
（包括数据路径）不得超过 250 个字符。
 

iPlan RT Dose 工作流程

这是使用 iPlan RT Dose 计划治疗时的标准工作流程。本手册中详细说明了每一个步骤：

步骤 请参见

1. 装载患者数据。 第 53 页

2. 表面分割。 第 69 页

3. 对象创建。 第 103 页

4. 治疗计划。 第 143 页

5. 剂量优化（仅 IMRT）。 第 287 页

6. 医师检查。 第 328 页

7. 物理师验证。 第 332 页

8. 退出 iPlan RT Dose。 第 51 页

您可以使用 Navigator 在步骤间轻松切换（请参见第 45 页）。

术语

关于本手册的术语，请参见第 487 页。

使用 iPLAN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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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计划屏幕基本设置

一般信息

本节中提供了对计划屏幕的简介。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437 页。

屏幕布局

①

②

③

④

⑤

图 4 

计划屏幕内容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选项卡页面 软件为每个计划步骤提供了不同的选项卡页面。

② 计划视图
计划视图中提供了相关影像信息和其他功能按钮。请参见第
437 页。

③ 工具栏
工具栏功能各不相同，具体取决于当前的选项卡页面和计划步
骤。请参见第 47 页。

④ Navigator 区
这使您可以按照建议的顺序继续操作，完成计划步骤。请参见
第 44 页。

⑤ Functions 区 其中提供特定于当前计划步骤的功能。请参见第 46 页。

计划屏幕基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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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对话框

当选中特定功能时，会出现单独的计划对话框，在此您可以定义各种设置：

图 5 

当在对话框中更改设置后：

选项

单击 OK 保存您的更改，并关闭对话框。

单击 Cancel 关闭对话框，而不保存您的更改。

如果在字段中输入了超出指定限制的值，此值将被默认值替代，或为该字段使用 接近的有效值。
例如，如果输入了一个负的剂量值，iPlan RT Dose 将会采用尽可能低的剂量值。您必须验证所有
值，确保它们适用于临床使用。

使用 iPLAN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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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Navigator 区

Navigator 区

通过 Navigator 区域，您可以逐步浏览 iPlan Dose 工作流程。

④

③
②

① ⑦

⑤ ⑥

图 6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Go to... 打开 iPlan Navigator，借此可按任何顺序选择步骤。

② 后继步骤
当前和后继步骤始终显示在 Navigator 区域中。

③ 当前步骤

④ 患者姓名、患者 ID 和治
疗计划标题

注 : 您可以单击计划名称，为此患者 QuickLoad（快速装载）
不同的计划。请参见第 65 页。
 

⑤ 使 iPlan 窗口 小化，这样仅会在后台打开。

⑥ 关闭 iPlan 软件（请参见第 51 页）。

⑦ Next 使您跳转至后继步骤。

计划屏幕基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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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lan Navigator

①
②

③ ④

图 7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步骤列表

所有可用的步骤在 iPlan Navigator 中列出：

• 已完成的步骤以对号勾选。

• 当前步骤以黄色轮廓显示。

• 后继步骤以蓝色轮廓显示。

• 要选择步骤，使用鼠标单击它。

② 说明区 在步骤列表的右方提供对当前步骤的说明。

③ OK 确认您的选择，使您跳转至相应的步骤。

④ Cancel 使您返回上一个屏幕。

使用 iPLAN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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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功能区

一般信息

在此区域中提供不同的功能，具体取决于当前的计划步骤。

Functions 区

图 8 

要选择功能，使用鼠标单击它：

• 适用的功能以蓝色轮廓显示。

• 当前不可用的功能将会灰显。

使用鼠标右键

您可以在相关的屏幕元素上单击鼠标右键，以访问特定功能。

计划屏幕基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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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常规工具栏和功能按钮

一般信息

根据计划区中选择的选项卡页面，工具栏和影像视图可能包含下面列出的功能：

• 带有灰色背景的功能按钮包含在工具栏中。

• 带有黑色背景的功能按钮显示在影像视图中。

注 : Treatment Planning 和 Dose Optimization 步骤中提供了不适用于其它计划步骤的多种额
外功能。第 148 页中提供了有关这些功能的更多详细信息。
 

切层和影像集选择

要素 功能 请参见

Slice and Image Set Selection 按钮用于选择在计划视图中显
示的扫描影像。

第 444 页

以升序或降序浏览单一切层。 第 448 页

以升序或降序浏览多个切层。 第 448 页

• 在重建视图中，通过 Depth Scrolling 按钮可沿患者图标（影
像视图左下角）指示的轴滚动浏览扫描重建。 

• 在切层视图中，通过 Slice Scrolling 按钮可滚动浏览可用的
切层。 

第 449 页

注 : 在某些影像视图中也直接集成了切层浏览功能，以黑色背景显示。
 

查看选项

要素 功能 请参见

通过 Options 按钮，您可以访问高级查看选项。 第 460 页

通过 2D Recenter 按钮，您可显示可用于调整重建平面的垂直和
水平平面。 

第 456 页

通过 Panning 按钮，您可激活影像平移。 第 459 页

通过 View Types 按钮，您可以选择要显示的视图类型（平面、三
维或对象）。 

第 452 页

通过 View Options 按钮，您可更改视图方位（前方、左侧方、右
侧方、尾部或颅脑）。 

第 451 页

通过 Composing Options 按钮，您可验证来自不同数据集的两个
已融合的影像切层。 

第 454 页

使用 iPLAN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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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放功能

要素 功能 请参见

通过 Zoom In/Out 按钮，您可放大显示的影像，更仔细地检查个别
结构，如扫描影像中的肿瘤。您也可以降低影像放大倍数，以显示
整幅影像。 

第 457 页

Full Screen 按钮可将当前视图放大至全屏。再次单击此按钮，会
恢复原始的视图布局。 

第 458 页

窗设置功能

要素 功能 请参见

通过 Windowing 按钮，您可以调整显示影像中的灰度分布以改善
结构的可见性或对比度。

第 471 页

Advanced Windowing 按钮提供了高级选项，可用于调整所选影像
集的灰度值、HU 或 SUV 分布。

第 473 页

测量功能

要素 功能 请参见

通过 Measure Hounsfield Units 按钮，您可以测量影像切层中任
何一点的 HU 值。

第 477 页

通过 Measure Values 按钮，您可以测量影像切层中任何一点的值
（例如灰度或 SUV）。 

第 477 页

通过 Measure Distances 按钮，您可以测量影像切层中任意两点
之间的距离。 

第 480 页

通过 Measure Angles 按钮，您可以测量影像切层中任意三点之间
的角度。 

第 481 页

杂项功能

要素 功能 请参见

通过 Screenshot 按钮，您可拍摄所显示视图和对话框的屏幕截
图。

第 482 页

通过 Save Treatment Plan 按钮，您可将更改保存至当前的治疗
计划。

第 49 页

通过 Print 按钮，您可打印 终的治疗计划。 第 375 页

常规工具栏和功能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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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保存您的治疗计划

一般信息

在计划治疗的过程中，应当经常保存治疗计划。

如何保存治疗计划

步骤

1.

单击 Save Treatment Plan 按钮。

2.

在 Save As... 对话框中，为计划输入适当的名称和说明。

3. 单击 Save 继续。

保存状态

图 9 

激活了保存操作后，将会在进度栏中显示保存状态。

保存位置

治疗计划保存在预配置的文件夹中（请参见第 341 页）。

使用 iPLAN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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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批准

图 10 

如果您在计划批准后保存了治疗计划（请参见第 330 页和第 338 页），将会显示上面的确认消
息。此外，此消息还会告知您，倘若您打开一个计划任务，而非使用 Physician’s Review 或
Physicist’s Verification 打开当前计划，则会使批准失效。

保存您的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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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退出 iPlan RT

一般信息

可以通过关闭图标或 iPlan Navigator 随时关闭软件。

如何使用关闭图标退出

步骤

单击关闭图标来退出软件。

如何使用 iPlan Navigator 退出

步骤

1. 在 Navigator 区域中单击 Go to...（请参见第 44 页）。

2.

选择 Exit，然后单击 OK。

使用 iPLAN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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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必须的步骤

如果您修改了治疗计划，可在显示的消息中单击 Yes 保存更改。

单击 No 将会关闭应用程序，并且不保存您的更改。

图 11 

退出 iPlan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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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装载患者数据
4.1 装载和导入

一般信息

当计划数据保存为 Brainlab 格式时（例如在使用 iPlan RT Image 进行预处理后），便可以装载
到 iPlan RT Dose 中。

注 : 如果治疗计划包含对象，在使用 iPlan (Cranial) 3.0 保存治疗计划前，必须先使用
Prepare for Export 功能，以便在 iPlan RT Image 4.1.1 中将其打开。
 

文件格式

以下格式可以装载到 iPlan RT 中：

软件 文件格式

iPlan RT Dose xBrain，由 iPlan RT Dose 或 iPlan RT Image 创建。

iPlan RT Adaptive
xBrain

可以使用 Add Data 功能添加 DICOM 影像。

iPlan RT Phantom QA
xBrain

仅不包含剂量计划的数据集。

Brainlab Elements -

放疗轮廓绘制工作流程
xBrain，来自 Patient Data Manager 2.0。

注 : 不能在 iPlan RT Dose 中装载 iPlan RT Adaptive 中保存的计划，除非已经执行了
Prepare for Re-planning 步骤。
 

影像验证

从非 DICOM 格式导入的影像（例如传输 DLL）没有参照框架 UID 集。确保创建的影像集包含正确
的影像（即一个集合中不含来自不同坐标系的无关联影像）。

一般程序

装载和导入数据通常包含以下步骤，其中可能会根据所选数据的内容和数据类型而变化。

步骤

1. 选择应当从中装载数据的数据存档。

2. 选择要传输的患者数据。

3. 选择所需的患者的研究计划。

4. 选择相关的治疗计划。

5. 激活影像数据装载。

完成这些步骤后，您可以开始治疗计划。

装载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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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当从 Patient Data Manager 2.0 进入 iPlan RT 时，自动分割的对象可能未获批准。请认真审核
这些对象。

请勿将一个应用程序生成的总体输出数据的部分数据（例如：iPlan stereotaxy 中显示的目标坐
标）用作另一个应用程序的输入数据（例如：iPlan RT Dose 中的等中心坐标）。如果因不能转换
所有必需的数据约束而采用不一致的方式来处理数据的转换部分，则可能会生成严重错误的治疗计
划（例如：只有当标签、坐标系，尤其是原点定义绝对相同时，才能正确使用指定的坐标）。例
如，头环/定位器坐标可能指向不同的解剖位置，这取决于在一个和另一个应用程序中使用哪个影
像集作为立体定向参照来定义头环/定位器坐标系/原点。

当使用 iPlan 3.0 Stereotaxy 将有多个定位的治疗计划保存并装载到 iPlan RT Image 4.1 中
时，用户不能像在 iPlan 3.0 Stereotaxy 中那样在 iPlan RT Image 4.1 中定义立体定向参照。
为避免因后期在 iPlan RT Dose 中应用错误立体定向坐标而导致患者伤害，用户不能向 iPlan RT
Image 4.1 中传输多个定位，或在继续 iPlan RT Dose 之前移除无关的定位。

如果患者姓名或 ID 未写在原始数据中，则会设置为“<unknown>”。这可能导致因选择错误的患
者治疗数据而产生潜在风险。通知扫描仪操作员务必为数据指定正确的姓名和 ID。

导管和模拟结果对象的保存方式使其可以通过其他应用程序装载。这就是说，已经模拟的导管和模
拟对象可以使用 iPlan Flow 3.0 以外的应用程序进行修改。一旦模拟的导管被修改，模拟对象不
再代表该导管的模拟结果。用户应负责确保不手动修改导管或模拟结果对象。

装载和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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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装载和导入向导页面

向导页面

可以使用一组向导页面来装载和导入患者数据。

②
③

①

④

⑤

图 12 

操作向导页面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Details 区域 此处提供有关所选患者数据的补充信息。

② 可用数据列表
根据当前步骤，此列表允许您选择可用的数据，例如存档类型、患者
研究计划或影像系列。

③ 列表标题

您可以单击相应标题，根据提供的任何标题对列表数据进行排序。

数据可以按升序或降序排列 - 标题名称旁边的箭头图标指示当前排
序。

④ 选项区域

此处包含可选的设置，因当前步骤而变化。

如果需要，可以单击功能列表上方随附的箭头按钮来隐藏这些功能。
单击箭头按钮将会再次显示这些功能。

⑤ 常规按钮 此处包含显示在每个向导页面中的常规向导页面按钮。

装载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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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导页面按钮

下面列出了显示在多个向导页面中的按钮。

对于仅特定于一个向导页面的功能，在相应步骤的说明中有所解释。

要素 功能

Back 转至每个病例的上一个步骤。

Cancel 关闭向导页面，并显示 iPlan Navigator（请参见第 45 页）。

Next 转至每个病例的下一个步骤。

Delete

永久删除所选的任何文件。删除任何文件前，系统总是会要求进行 终确
认。

• 只能删除位于硬盘上的患者数据。

• 在选择患者过程中，如果 后一个患者被删除，您将会转至存档页面。

• 在选择研究计划过程中，如果只有一个患者的研究计划，则不能将其删
除。

• 删除存档只会将条目从存档列表中删除。不会删除患者数据。

Logfile...
显示包含迄今为止已完成步骤的补充信息的日志文件（请参见第 68
页）。

Select All 选中当前列表中的所有条目。

Deselect All 取消选择当前列表中的所有条目。

即使将数据设为只读，也可以将其从硬盘中删除。

装载和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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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装载影像数据

治疗计划访问

一个用户一次只能打开一个治疗计划。

装载多个计划

一次只能打开一个治疗计划。如果您已经在编辑一个治疗计划，倘若装载第二个治疗计划或关闭应
用程序而不保存，您将会丢失对第一个治疗计划所做的任何更改。

治疗计划格式

如果治疗计划不包含 CT 数据集，则不能进行装载。

治疗计划内容

在 iPlan RT Image 中执行编辑期间，如果用于剂量计划的对象（如 PTV 或 OAR）已传输至不同
的切层集，或从您的治疗计划中彻底删除，则不能将治疗计划加载到 iPlan RT Dose 中。

如果使用 iPlan RT Image 更改 iPlan RT Dose 治疗计划（例如肿瘤形状或影像融合），确保使
终的 iPlan RT Dose 计划适应 新的变化。如果 iPlan RT Dose 计划与 iPlan RT Image 治疗

参数不一致，则可能出现患者误治。

从先前软件版本中装载计划

图 13 

如果一个治疗计划中包含名称相同的一个或多个等中心坐标和治疗元素组（例如射束或弧形），并
从先前软件版本进行装载，则会显示相应的消息。

• 根据需要添加前 “Group”或“Coord”。

• 如果新的项目名称超过 22 个字符，软件也会显示相关提示，在此可以手动更改名称。

在患者治疗过程中导出计划数据用于后续使用时，这样可确保唯一、一致的命名规则。

注 : 如果计划中包含相同的射束或弧形元素名称，这些名称还会自动扩展适当的前 。
 

装载 iPlan RT Phantom QA 计划

对于 iPlan RT Phantom QA 中创建的、用于质量保证用途的示例计划（请参见第 425 页），不能
装载到其他 iPlan RT 应用程序中用于患者治疗计划。

装载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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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装载 iPlan RT Adaptive 计划

在 iPlan RT Adaptive 中创建的计划（请参见第 393 页）不能装载到其他 iPlan RT 应用程序中
用于患者治疗计划。

装载获得批准的计划

图 15 

如果装载了已获批准的治疗计划，软件提示指出继续执行某些步骤会使批准失效。

装载在 iPlan RT Image 中修改的计划

图 16 

装载影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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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iPlan RT 中编辑治疗计划后，又在 iPlan RT Image 中进行编辑，然后在 iPlan RT 中重
新打开，系统会提示您仔细审核所得治疗计划的准确性。

删除影像集、在影像集间移动或更改对象可能会不可逆地破坏治疗计划。

当使用其他软件模块（例如 iPlan RT Image）修改了已经包含治疗计划（例如等中心要素等）的
计划时，用户必须在装载之后非常仔细地检查计划内容正确与否。

安全注意事项

如果在定义了治疗信息（例如等中心组）后，使用其他软件应用程序修改了治疗计划（例如
iPlan RT Image），您必须在装载之后仔细验证计划内容，确保先前计划的内容没有被意外删除。

如果治疗计划针对 IMRT 进行了优化（请参见第 287 页），则不允许使用如 iPlan RT Image 等
其它应软件用程序进行后续修改（如体素对象）。这样做将使优化失效。

在定义了射束或弧后，如果使用了其他软件应用程序（例如 iPlan RT Image）修改了治疗计划，
则由于重新定位或影像融合，组织模型（请参见第 69 页）可能相对于参照 CT 扫描发生偏移。
因此，在弧平面/深度投影视图中，您必须认真验证每个射束或弧的深度当量和组织入路（请参见
第 230 页）。

装载影像融合被修改的计划

图 17 

如果在 iPlan RT Image 中打开了完成的剂量治疗计划，并在治疗计划中修改了影像融合信息，当
随后将修改的治疗计划加载到 iPlan RT Dose 中时，应仔细审核计划的剂量分布和射束路径。这
是因为对原始影像融合信息的修改可能产生不同的融合根数据集，从而产生不同的对准切层集。有
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85 页。

装载带有自定义方位的计划

带有自定义方位的计划不受 iPlan RT 支持，必须丢弃才能继续计划。如果您试图装载此类计划，
将会显示本对话框：

装载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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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Yes：放弃自定义方位，继续计划。

No：不放弃自定义方位，返回装载对话框选择其他计划。

装载影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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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选择存档

装载存档向导页面

Load Archives 向导页面在软件启动时立即显示。

只能装载 Brainlab 格式的治疗计划数据。

图 18 

如何装载存档

步骤

1. 为帮助导航，单击相关的列标题，根据需要依照名称、数据格式或目录对存档进行排序。

2. 单击相应的名称或图标，选择所需的存档。

3. 单击 Next 显示存档中包含的患者数据。

存档选择的高级功能

在 Load Archives 向导页面的右侧提供以下高级功能。

要素 功能 请参见

New Archive
如果尚未配置适当的存档，通过此功能可为您要传输的数据创建一
个存档。

第 342 页

Settings 为所选的存档定义具体设置。 第 342 页

Delete
永久删除所选的任何文件。删除任何文件前，系统总是会要求进行
终确认。

第 56 页

Logfile... 显示包含迄今为止已完成步骤的补充信息的日志文件。 第 68 页

装载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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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选择患者

患者向导页面

一旦选择了存档，患者选择向导页面随即显示。

图 19 

如何装载患者

步骤

1.
为帮助导航，单击相关的列标题，根据需要依照姓名、ID 或出生日期对患者文件进行排
序。

2. 单击相应的名称或图标，选择所需的患者文件。

装载影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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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单击 Next 继续下一步骤。

注 : 以蓝色高亮显示的患者即为选中的患者。
 

患者选择的高级功能

在 Patients 向导页面的右侧提供各种高级功能。

要素 功能

Delete
永久删除所选的任何文件。删除任何文件之前，系统总是会要求进行 终确认
（请参见第 56 页）。

Logfile... 显示包含迄今为止已完成步骤的补充信息的日志文件（请参见第 68 页）。

Refresh 更新显示，例如当新的患者添加至硬盘目录时。

Search 根据输入的 Patient Name 或 Patient ID 筛选显示。

Reset 重置筛选器，以便重新显示所有的可用数据。

后继步骤

如果所选的患者文件包含多个研究计划，软件将提示您选择一个具体研究计划（请参见第 64
页）。

如果患者文件仅包含一个研究计划，您将被转至治疗计划选择（请参见第 65 页）。

装载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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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选择一个研究计划

研究计划向导页面

如果您装载的患者数据包含多个研究计划，软件将提示您选择一个患者的研究计划。

图 20 

如何选择所需的研究计划

步骤

1.
为帮助导航，单击相关的列标题，根据需要依照计划名、备注或日期等对患者的研究计划
进行排序。

2. 单击相应的名称或图标，选择所需的患者的研究计划。

3. 单击 Next 继续至治疗计划选择（请参见第 65 页）。

注 : 如果仅有一个患者的研究计划，系统会自动将其打开，并继续下一个步骤。
 

装载影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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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选择治疗计划

计划向导页面

图 21 

如何选择治疗计划

步骤

1.
为帮助导航，单击相关的列标题，根据需要依照计划名称、用户、创建日期或计划说明对
治疗计划进行排序。

2. 单击相应的名称或图标，选择所需的治疗计划。

3. 单击 Next 装载所选的治疗计划。

注 : 如果仅有一个治疗计划，系统会自动将其打开，并继续下一个步骤。
 

计划状态

①

②

图 22 

编号 要素

① 获得批准的计划（竖拇指图标）。请参见第 327 页。

② 需要进一步编辑的计划（铅笔图标）。

如何快速装载治疗计划

要为同一个患者快速装载不同的治疗计划 (QuickLoad)：

装载患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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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单击 Navigator 中的患者姓名 ①。

①

2. 此患者的治疗计划列表随即显示（ 图 21）。选择一个计划立即装载。

装载影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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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装载所选的数据

装载向导页面

一旦完成所需的步骤，将会自动装载所选的数据。

①

② ③

图 23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Details 区域 有关将装载数据的详细信息。

② 进度条 指示数据装载的状态。

③ Abort 按钮 取消数据装载。

后继步骤

软件 后继步骤 请参见

iPlan RT Dose 表面分割 第 69 页

iPlan RT Adaptive 查看和导入 第 395 页

iPlan RT Phantom QA 表面分割 第 427 页

iPlan RT Review 医师检查 第 328 页

如果在 iPlan RT Dose 中完成 初编辑后，使用如 iPlan RT Image 等软件修改了所选的治疗计
划，在装载后必须仔细审核计划内容。

装载患者数据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67



4.3 日志文件

一般信息

在某些数据传输向导页面和 DICOM 导出和导入功能向导页面提供了日志文件功能（请参阅第 352
页）。使用此功能，可以根据需要显示和编辑系统为相关步骤生成的日志文件。

注 : iPlan RT Adaptive 仅提供 DICOM 导入。
 

激活日志文件显示

要激活日志文件显示，单击向导页面右侧选项区中的 Logfile...。

文件显示

① ② ③

图 24 

显示

编号 要素

① 文件名称和文件位置。

② 日志文件的内容。

③
如果您要编辑日志文件的内容，或将其保存至不同的位置，单击 Editor。

注 : 日志文件显示在 Notepad 编辑器中，在此您可以进行修改并/或将其保存至首选位
置。
 

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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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面分割
5.1 什么是表面分割？

一般信息

为了使用 iPlan RT Dose 执行剂量计算，您必须定义合适的组织模型，它包括：

• 源自参照集的正交影像集（请参见第 84 页）

• 外部轮廓（请参见第 92 页）

• 治疗床面（可选，请参见第 80 页）

• 具有预定义 HU 值的可选对象（例如填塞）（请参见第 98 页）

注 : 所有后续剂量计算都基于获得的组织模型。
 

在治疗计划中使用锥形束 CT 扫描可能会导致剂量计算错误。

如何执行表面分割

步骤

1.
设置校正参数。这些参数提供关于扫描的信息，iPlan RT Dose 正确地解读患者数据需要
用到。

2.

如有必要，更改参照集。如果您更改了参照集，则必须验证参数仍然有效。

注 : 例外情况（自版本 iPlan RT 4.5.4/iPlan RT Image 4.1.2 起生效）：如果在现有定
位治疗计划中添加定位更新扫描，则无法更改参照集。在这种情况下， 新的定位数据集
会自动定义为参照集，不允许手动修改。
 

3.
调整轮廓。iPlan RT Dose 可生成表面轮廓。由于在剂量计算中只考虑此外部轮廓内包含
的信息，因此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4. 设置参照点。非定位颅脑和颅外数据的参照点有助于随后进行患者对准。

5. 添加任何 3D 对象，例如填塞。

启动新计划

加载治疗计划时，您将转到 Surface Segmentation 步骤。

选项

1. 如果所选的治疗计划包含多个融合 CT 集，软件将会首先提示您选择必要的参照集（另请参见
第 83 页）。

2. 如果：

- 治疗计划先前使用 iPlan RT Image 或更早版本的 iPlan RT Dose 编辑过，或

- 您要创建新计划

系统将会提示您在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中定义各种校正参数。

如果已输入表面分割信息，您将直接转到主屏幕。

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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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可用功能摘要

表面分割屏幕

图 25 

Functions 选项卡

要素 功能 请参见

Choose Refe‐
rence Set ...

允许您为组织/剂量和 DRR 计算选择参照数据集以便进行后续患
者对准。

第 83 页

Set Reference
Point

允许您在非定位患者数据中设置参照点。 第 72 页

Set Parame‐
ters ...

允许您定义亨斯菲尔德单位至电子密度转换的转换表以及定义其
他基本治疗参数。

第 91 页

Brush Size
Surface Ad‐
justment

这些功能允许您手动调整软件在剂量计算中考虑的轮廓信息。

这些功能不适用于 Overview 选项卡。
第 92 页

Remove 3D Re‐
gion

允许您从数据集中清除三维对象。 第 101 页

Smooth Outer
Contour 

允许您矫平计划 3D 对象的平面以促进剂量校正。 第 92 页

Update Tissue 允许您显示对组织轮廓和组织模型所做的更改。 第 96 页

Original /
Tissue 滑动条

允许您比较原始 CT 切层与其修改后的重建（组织模型）。 第 96 页

Show All Ob‐
jects

显示所有已定义的对象。

Heterogenity
Correction

利用此复选框，您可以决定是否应使用影像数据中提供的电子密
度信息来计划剂量。

第 97 页

什么是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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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选项卡

功能区中的 Artificial 选项卡提供适用于非组织项目的额外功能，如医用假体和填塞材料。

要素 功能 请参见

Define Bolus
治疗靠近皮肤表面的 PTV 时，通过此功能可定义特定的对象以
作为在此类情况下应用于皮肤上的组织等效填塞。

第 98 页

Overwrite HU

HU Value
允许您定义应用于特定对象的具体 HU 值，例如医用假体。 第 100 页

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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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设置校正参数

一般信息

您可以设置适当的参数以确保 iPlan RT Dose 正确解读影像数据。

设置新计划的参数

在下面的情况中，将会提示您设置参数：

• 您从 iPlan RT Image 打开新计划或在更早版本的 iPlan RT Dose 中创建的计划。

• 您创建了新计划。

如何设置参数

在任何时候要调整现有的设置，单击 Set Parameters ... 打开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 

可用校正参数

您可以设置以下参数：

• HU（亨斯菲尔德单位）至 ED（电子密度）转换（请参见第 74 页）

• 治疗类型（请参见第 79 页）

• 扫描和治疗方位（请参见第 82 页）

• 患者检测阈值

• 组织模型分辨率（请参见第 76 页）

• 剂量分辨率

• 治疗床面设置（请参见第 80 页）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

图 26 

设置校正参数

72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确认您的设置

配置所需的设置并确认提供的定位扫描和治疗方位信息后（请参见第 82 页），您可以单击 OK
确认自己的设置并继续执行表面分割。

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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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HU（亨斯菲尔德单位）至 ED（电子密度）转换

一般信息

您可以确保患者扫描中包含的 CT 影像扫描设备特定的 HU 值正确地转换为等效的电子密度值。

这些在无法直接进行线性转换的场合中特别有用，例如在患者组织中。

转换函数

HU 到 ED 转换数据显示在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中：

①

③
②

图 27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转换表列表

可用 HU 到 ED 转换表的列表。

默认转换表基于更早版本 iPlan RT Dose 的典型值，由软件自动提
供。

② 转换曲线 所选转换表中包含的数据显示为转换曲线。

③ 转换点 在所选表中输入的单个转换当量显示为曲线上的转换点。

注 : 加载使用 iPlan RT Dose 3.0 生成的治疗计划时，HU 转换值将替换为所选转换表中包含的
值。
 

如何编辑转换表

选项

要修改现有转换表，请选择相关的表 ①，然后单击 Edit。

要创建额外的转换表，在转换表列表中单击 New。

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将显示 Edit Table 对话框。

设置校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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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步骤

1. 为适合使用转换表的影像扫描设备输入适当的名称。影像扫描设备名称必须唯一。

2. 在相应的字段中输入适当的转换值，例如根据体模测试确定的值。

3. 单击 OK 确认输入。

4. 对应的转换曲线现在相应地更新。

转换表要求

转换表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 表中必须包含至少两个条目。

• 每个 HU 或 ED 值只能定义一次。

• 这些值仅可采用强单调升序输入。

• 大 HU 值为 +3071。

• 值对 HU -1000 = ED 0.00 是转换表中必须包含的默认设置。

• HU 值 +3071 对应的 ED 值可由用户定义，并且必须提供。

可靠性检查

按 OK 时，可靠性检查将会验证输入的数据是否在合理限制之内。如果超出这些限制，将会显示警
告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您在批准输入的数据并将其用于治疗之前必须再次进行核对。

批准和用于计划之前，用户必须认真地检查在 HU 到 ED 转换表中输入的值是否正确。

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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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调整患者组织检测的 HU 阈值

患者检测设置

首次加载 CT 患者数据时，iPlan RT Dose 自动定义默认阈值 -200 HU 作为组织模型外部轮廓的
下限。

图 29 

如何更改 HU 阈值

您可以在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提供的 HU Threshold 字段中编辑该阈值以定义外部轮廓。

如何添加封闭空腔

自动轮廓算法可自动填充此外部轮廓之内的任何空腔。

选项 请参见

为了确保该算法在后续剂量计算中也考虑到这些空腔，可选中 Add fully enclosed
cavities to patient 复选框。

第 94 页

您可以随后调整外部轮廓，例如用于排除影像扫描设备伪影或气腔之类与剂量计算
无关的影像数据。

第 92 页

在非定位数据集中，可以限制组织模型区域。 第 79 页

如何添加外源式外部轮廓

外源式外部轮廓可事先在 iPlan RT Image 中导入。然后，可在 iPlan RT Dose 中检测到此外源
式外部轮廓。

步骤

1.
为了在 iPlan RT Dose 中检测以这种方式创建的外源式外部轮廓，在选作参照集的同一个
CT 集中定义该轮廓（请参见第 84 页）。

2.
在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中完成所有设置后，系统将会提示您选择在 iPlan RT Image
中创建的外源式外部轮廓或上面描述的基于 Patient Detection Settings 创建的内源式
外部轮廓。

3.
如果您决定选择在 iPlan RT Image 中创建的外源式外部轮廓，它将转换成正常的内源式
外部轮廓。这种转换只能执行一次，反向转换只能通过重新加载计划实现。

设置校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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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调整组织模型的分辨率

一般信息

您可以调整组织模型的分辨率，以便在系统性能和剂量计划精确度之间获得 佳平衡。

注 : 较低的组织模型分辨率会造成剂量计算的精确度较低。
 

如何更改组织模型的分辨率

步骤

1.

在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中的 Resolution of Tissue Model 下为扫描坐标提供的字段
中，输入组织模型的原始扫描分辨率应当降低的因子。

2.

如果您激活了复选框 Use Average Slice Distance，则还将根据参照集中包含的所有切层
平均距离为获得的组织模型计算平均切层距离。扫描切层的实际数量保持不变。

如果未激活此复选框，则在组织模型中均 地应用参照集中的 短切层距离。扫描切层的
数量将相应地增加。

注 : 关于相关影像集的可用切层距离的详细信息，可参阅影像集属性，这些属性可通过 Plan
Content 选项卡查看（请参见第 450 页）。
 

系统性能

Resolution of Tissue Model 区底部指示配置的设置及获得的分辨率所需的系统内存。

如何验证组织分辨率的变化

为了验证与现有扫描信息相比发生的变化，您可使用功能区中的 Update Tissue 功能（请参见第
96 页）。

为了准确地进行比较，禁用 Display Interpolation 选项也很有用（请参见第 461 页）。

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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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调整剂量分辨率

剂量分辨率和 DVH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中提供的剂量分辨率设置用作在剂量体积直方图中定义剂量计算网格的基
础（请参见第 207 页）。 

如何调整剂量分辨率

步骤

1.

调整 Dose Resolution Settings 下的剂量分辨率。

通常，在 Dose Resolution 字段中输入的以毫米为单位的值越低，剂量计算中的精确度越
高。

2.
为了确保即使在极小的结构中也能自动调整网格大小以进行准确的剂量计算，建议激活
Finer for Small Objects 复选框。

更改 DVH 中的剂量分辨率

您在此配置的设置也可随后直接在剂量体积直方图中修改（请参见第 207 页）。

剂量计算的精确度取决于用户定义的剂量网格分辨率。用于 终治疗计划批准的值必须尽可能小，
且不得大于 5 毫米。对于尺寸小于 30 毫米的小对象，强烈建议使用 3 毫米或更小的值。

设置校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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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设置治疗类型

如何设置治疗类型

在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中的 Treatment Type 区，根据需要执行的治疗选择 Cranial 或
Extracranial。

图 30 

对象裁剪

对于非定位颅脑数据集和颅外数据集，您可以手动设置裁剪范围以清除剂量计算不需要的区域，例
如影像扫描设备治疗床。

图 31 

对于定位颅脑数据集，软件将根据定位器提供的参照框自动将 x-y 方向的裁剪范围调整为定位器
内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对象裁剪功能不可用。

检查获得的外部轮廓和组织模型的精确度。与治疗相关的区域必须完整地包含在此轮廓中。

如何修改裁剪范围

步骤

1.

单击对话框右侧的 Adjust Outer Contour Region 按钮。

2.
在 Axial、Coronal 或 Sagittal 视图中，将鼠标悬停在蓝色框上并调整该框，以排除需
要删除的区域。

3.
在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中单击 OK 即可确认您的选择，所选的区域将从外部轮廓中排
除。

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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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设置治疗床面

一般信息

如果照射通过连续的碳纤维层（例如治疗床面），将会发生衰减和剂量积累。通过在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中指定计划治疗中使用的治疗床面，可在剂量计划期间考虑到这些影响。

治疗床面设置

此选项可用于使用 Brainlab 无框架 SRS CT/血管造影定位器和靶点摆位器或头颈定位器和靶点摆
位器的颅脑治疗和头部治疗。

只能使用通过允许的定位器定位的计划并将其加载到 iPlan RT。

图 32 

注 : 在将无框架 SRS 通用 CT 覆盖用于定位器时，软件自动将 x-y 方向的裁剪范围调整为定位
器内的区域。由于将会裁剪 CT 覆盖，因此如果剂量计划中应当考虑治疗床面，则需要在治疗床面
设置中选择 Frameless SRS Universal Couch Extension。
 

如何适应治疗床面设置

步骤

1. 要选择治疗床面，请激活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中的 Add Table Top 复选框。

2. 在提供的下拉列表中，选择适当的头部延长板。

3.
在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的 Coronal 视图中，滚动浏览影像集直至影像中
显示治疗床的顶层。

4.

激活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右侧的 Adjust Outer Contour Region 按钮。

（通过使用另一个功能按钮，使其必须重新启用 Adjust Outer Contour
Region 按钮）。

5.
在 Coronal 视图中，将鼠标悬停在蓝色/黄色框上，并将头部后仰的轮廓移至计划治疗的
终位置。

6. 在 Axial/Sagittal 视图中，精细调整并审核拟合配准情况。

7. 单击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中的 OK 以确认对准。

8. 选择治疗床面后，它将显示在重建视图中（请参见第 79 页）。

治疗床面的密度信息可在主屏幕中进行验证，方式是利用 Original / Tissue 滑块（请参见第
96 页）和亨斯菲尔德单位测量功能（请参见第 477 页）。

注 : 对于部分治疗床面模型，例如 Varian IGRT 模型，窗水平必须设置为低于 -700 HU 以查看
治疗床面模型。要设置窗水平，请参见第 471 页和第 473 页。如果选择治疗床面并将其用于治
疗计划，将会在 Tissue Model 下的 Parameters for Physicist 打印输出中标出。务必验证选择
并用于计划的是正确的治疗床面。
 

在治疗前，您应负责从内部适当验证治疗室，确定所选的治疗床面与治疗计划期间所用的治疗床面
相同。

设置校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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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床面定位

对于定位患者，治疗床面的位置根据定位器坐标自动调整，用户无法更改。

如果选择非定位参照集（请参见第 83 页），则治疗床面的位置按照下述方式与裁剪框的位置关
联（请参见第 79 页）：

• 前-后方向：如果患者 CT 扫描方位为仰卧位，治疗床面添加到裁剪框的后边界；如果扫描方位
为俯卧位，则添加到裁剪框的前边界。

• 左-右和头-足方向：治疗床面的中心在裁剪框内居中。

治疗床面的位置可在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中的重建视图内验证。

安全注意事项

在治疗前，用户负责从内部适当验证治疗室，确定所选的治疗床面与治疗计划期间所用的治疗床面
相同。

用户必须验证治疗床面位置相对于患者位置的正确性。对于射束以接近水平角度的平坦方位照射到
治疗床面的情况，尤其需要这样。剂量计划与实际治疗设置之间的细微差异可能会导致计算剂量与
实际剂量之间存在明显偏差！

治疗床面模型是实际几何形状的近似值，未考虑包含金属接头的高密度区域。通过适当调整射束和
弧元素的照射方向，避免射野通过这些区域。

通常，应当避免（从后侧）穿过治疗床面治疗患者。但是，如果无法避免，应在表面分割任务中包
含用于剂量计算的治疗床面模型。否则，您必须意识到计算得出的剂量分布未包含附加衰减和靠近
床面处的皮肤剂量升高。然后，必须手动校正剂量计算。

对于非 Brainlab 床面，无法保证所用参数与实际使用的床面一致。请通过适当的 QA 措施验证
iPlan 计算与您的治疗床面对应。

即使 CT 扫描范围较小，检查床面仍然会在 X-Y 方向延伸。请注意，治疗床面长度可裁剪为相应
的扫描范围（Z 方向）- 或裁剪框 - 取二者中较小的值。

在治疗前，您应当在治疗室内以适当的方式验证所选的机架和治疗床角度可以用于执行治疗，而不
会导致患者人身伤害，或损坏治疗递送系统等设备。

如果您在治疗中使用的床面也包含在患者的 CT 扫描中（例如，Brainlab 无框架 SRS 通用治疗床
延长板），确保在表面分割任务中通过外部轮廓检测功能正确地检测到床面。Brainlab 建议使用
Add Table Top 功能将扫描到的床面替换为伪影床面模型。如果您的床面未包含在伪影床面列表中
且无法正确检测到，则应调整 HU 阈值，直到正确地检测到扫描的床面。

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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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扫描和治疗方位

一般信息

为了在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中确认您的设置，您必须审核并确认提供的定位器和方位信息。

确认区

图 33 

如何审核参数

步骤

1. 审核提供的信息。

2. 验证重建视图中的 CT 扫描方位与患者图标对应。

3. 治疗方位始终为头朝机架。不支持足朝机架。

4. 您对正确显示的信息感到满意后，即可激活 Acknowledged 复选框。

5. 现在，您可单击 OK 确认设置并退出对话框。

注 : iPlan RT Dose 仅支持头朝机架方位的治疗。导入的数据将相应地转换。
 

设置校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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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更改参照集

一般信息

如果可用，您可以更改为不同的参照数据集。参照集用于：

• 定义剂量算法中所用的外部轮廓和组织模型

• 计算用于后续患者对准的数字重建放射底片 (DRR)

注 : 如果计划中包含多个 CT 影像集，请参阅第 88 页。
 

哪些影像集可使用？

您可以选择任何其他影像集作为参照集，前提是所选的数据集：

• 与当前参照集融合

• 定位状态相同

您可以将参照集更改为融合影像集链中符合上述规则的任何影像集。

如果非定位影像集与融合到当前对照集的定位影像集融合，该非定位影像集也可定义为参照集。

使用多个定位集可能会产生混淆。总是使用该链中的第一个影像集的坐标系。

如果有多个定位数据集可用，确保选择正确的数据集进行患者定位。如果患者或定位器在 CT 扫描
和治疗之间发生移动，例如修改了头环位置并重新扫描患者，则先前创建的数据集的坐标系将会失
效。选择无效的数据集将会导致患者未对准。

如果您更改了参照集，验证组织的计算正确且患者的对准和体位适合进行治疗。

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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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选择参照集

参照集选择

单击 Choose Reference Set ... 打开选择对话框。

注 : 根据当前患者的可用影像数据，加载患者数据后可能就会自动提示您选择参照集。
 

Set Selection 对话框

①

②
③

图 34 

如何进行选择

步骤

1. 从可用影像集列表 ① 中，选择要显示的影像集。 

2.

从切层视图区 ② 中选择适当的切层。

• 在切层视图区中，所选的一个或多个切层将突出显示为蓝色。

• 在预览区域 ③ 中，显示当前选中的切层以供审核。

3. 单击 OK 确认您的选择，并在计划区的影像视图中显示切层。

选择显示

现在，所选的参照集显示在 Choose Reference Set ... 下方。

图 35 

始终验证组织的计算正确且患者的对准和体位适合进行治疗。如果更改了参照集，这尤其重要。

更改参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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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参照集和对准集指定的含义

一般信息

为了更好地了解在 iPlan RT Image 中修改影像融合信息后影像集指定对在 iPlan RT Dose 中完
成的剂量治疗计划的影响，下面将会介绍一些基础定义。

影像融合术语

融合对
这是两个影像集的组合，它们按照特定的顺序在 iPlan RT Image 中融合在
一起。

相关集合 这是融合对中的第二个影像集。它将融合到对准集。

对准集
这是用于治疗床上后续患者对准的影像集。对准集总是作为融合对中的第一
个影像集，含义与融合根相同。

参照集
这是在 iPlan RT Dose 中指定的影像集，用于剂量算法和 DRR 计算（请参
见第 69 页）。

示例 1：

CT1 MR1
在此融合对中：

• CT1 是对准集

• MR1 是融合到 CT1 的相关集合

融合根
根据治疗计划中包含的影像集数量，以及在 iPlan RT Image 中创建了多少个融合
对，可能会有一个或多个融合根。

示例 2：

CT1 MR1

CT2MR2
在此例中：

• CT1 是融合根，所有影像集都直接或间接地融合

• 可选择 CT1 或 CT2 作为参照集

影像融合显示

您可以在 Plan Content 选项卡中查看可用的融合信息。

图 36 

在此例中，CT1 既是融合根，又是对准集。

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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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集对准

您可在计划属性中查看当前影像集指定（另请参见第 152 页）。

图 37 

融合链中第一个影像集的重要性

iPlan RT Image 定义的融合链中的第一个影像集（请参见第 85 页）默认情况下用作 iPlan RT
Dose 中的参照集。您可以接受此设置，或者手动修改（请参见第 69 页）。

随后用于在治疗床上进行患者对准的对准集自动使用 iPlan RT Image 定义的融合链中的第一个影
像集。对准集无法在 iPlan RT Dose 中手动设置。

如第 85 页中所述，如果更改了治疗计划，例如在 iPlan RT Image 中导入和融合了新影像集，则
可自动设置新对准集。

如果设置了新对准集，则根据原始对准集影像集执行的剂量计划不再有效。

安全注意事项

如果更改了治疗计划，例如在 iPlan RT Image 中导入和融合了新影像集，则可自动设置新对准
集。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取决于 iPlan 软件使用的内部融合规则，如扫描格式、扫描日期、切层
集中的扫描数量等。

如果在 iPlan RT Image 中更改治疗计划后新影像集成为融合链中的第一个影像集，则相应地调整
iPlan RT Dose 中的对准集。因此，您必须在 iPlan RT Dose 中仔细地审核和验证所有治疗计划
信息。

如果在现有定位治疗中添加其他定位扫描，新的 CT 数据集将被识别为对准集并切换到新的融合
根。这样就在射束几何形状（穿透组织的射束路径）方面偷偷地更改您的计划。因此，您必须仔细
验证剂量分布和射束路径。

如果在定位治疗中添加定位更新扫描，先前用于剂量计划的参照集便失效。您必须使用表面分割功
能将新的定位更新 CT 扫描指定为参照集。

更改参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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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采用了无效的参照集，Export to ExacTrac 功能或 TaPo 打印输出功能均不能用于 iPlan RT
4.5.4 之前的版本或 iPlan RT Image 4.1.2 之前的版本所创建的治疗计划。使用表面分割功能将
有效 CT 集指定为参照集。

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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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参照集应用示例

一般信息

下面介绍更改/选择参照集和对准集的实际应用和工作流程。

例如，如果您要使用较新的 CT 扫描进行患者对准，或者您要使用俯卧位影像集而不使用仰卧位影
像集，则会出现这种情况。

注 : 请注意，下面的示例中提出的默认融合建议（及相反过程）取决于 iPlan RT Image 的融合
规则。在下面的示例中，假定较新的扫描集扫描日期更晚。
 

融合方向

下表展示下面的示例中的融合方向。

NO_LOC 非定位 CT 扫描

CT_LOC 用于治疗的定位 CT 扫描

示例编
号

说明 CT #1 融合方向 CT #2 选择参照集

（建议）

1
颅外更新扫描 (CT
#2)

NO_LOC NO_LOC 参照集更改为 CT #2

2
颅外诊断扫描 (CT
#1)

NO_LOC NO_LOC 不更改参照集

3
非定位颅脑更新扫
描 (CT #2)

CT_LOC NO_LOC 考虑将参照集更改为 CT
#2

4
非定位颅脑诊断扫
描 (CT #1)

NO_LOC CT_LOC 应当不需要更改参照集

5 定位颅脑更新扫描 CT_LOC CT_LOC 无法更改参照集

案例 1：颅外更新扫描

您正在使用 ExacTrac，所有影像集均为非定位。ExacTrac 自动检测到身体标记。您有一个基于扫
描 CT #1 的现有计划，但是您想使用新扫描 CT #2 继续执行 ExacTrac 治疗。对于治疗，您希望
按照原始扫描 (CT #1) 的方式在治疗床上对准患者，但是等中心的摆位乃基于新扫描 (CT #2)。

当前的影像集指定（适合基于 CT #1 的已批准治疗计划）：

• CT #1 定义为对准集

• CT #1 定义为参照集

工作流程

步骤

1. 向现有计划中添加新 CT 扫描。

2.
使用默认建议 (iPlan RT Image) 融合两个 CT 影像集。

(CT1 CT2)

3. 在 Surface Segmentation 屏幕 (iPlan RT Dose) 中将新 CT 扫描定义为参照集。

4.
在 Approval 对话框中批准治疗计划，并使用相应的 iPlan RT Dose 功能将其导出到
ExacTrac。

工作流程后的影像集指定：

• CT #1 定义为对准集

• CT #2 定义为参照集

更改参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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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颅外诊断扫描

您正在使用 ExacTrac，诊断 CT 扫描 (#1) 采用仰卧位，但是对于治疗，您想使用新 CT 扫描
(#2)，即俯卧位 CT 扫描。

当前指定的影像集（如果治疗计划基于 CT #1）：

• CT #1（仰卧位）定义为对准集，

• CT #1（仰卧位）定义为参照集。

工作流程

步骤

1. 向治疗计划中添加新（即俯卧位）CT 扫描。

2.
使用与默认建议 (iPlan RT Image) 相反的方向融合两个 CT 影像集。

(CT2 CT1)

3.
如果您想使用不同的影像方位（即俯卧位而非仰卧位）创建新治疗计划，在 Approval 对
话框中批准该治疗计划，并使用相应的 iPlan RT Dose 功能将其导出到 ExacTrac。

工作流程后的影像集指定：

• CT #2（俯卧位）定义为对准集

• CT #2（俯卧位）定义为参照集

案例 3：非定位颅脑更新扫描

您想要使用较新的非定位颅脑 CT 扫描。如果扫描范围覆盖整个感兴趣区，您可将较新的影像集定
义为参照集。如果较新的扫描仅用于限制特定区域的轮廓，建议不要更改参照集。

当前的影像集指定（适合基于 CT #1 的已批准治疗计划）：

• CT #1（定位）定义为对准集

• CT #1（定位）定义为参照集

工作流程

步骤

1. 向现有治疗计划中添加较新的 CT 扫描 (CT #2)。

2.
使用默认建议 (iPlan RT Image) 融合两个 CT 影像集。

(CT1 CT2)

3.
在 Surface Segmentation 屏幕 (iPlan RT Dose) 中将新 CT 扫描 (CT #2) 定义为参照
集。

4.
在 Verification 对话框中验证治疗计划，然后在 Approval 对话框中批准 (iPlan RT
Dose)。

工作流程后的影像集指定：

• CT #1（定位）定义为对准集

• CT #2（非定位）定义为参照集

案例 4：非定位颅脑诊断扫描

您现在使用诊断非定位 CT 扫描 (#1)，并希望使用较新的 CT 扫描 (#2) 进行定位治疗。

当前指定的影像集（如果治疗计划基于 CT #1）：

• CT #1 定义为对准集

• CT #1 定义为参照集

工作流程

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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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添加新的定位 CT 扫描。

2.
使用与默认建议 (iPlan RT Image) 相反的方向融合两个 CT 影像集。

(CT2 CT1)

3. 在 Surface Segmentation 屏幕 (iPlan RT Dose) 中验证新 CT 扫描作为参照集。

4. 创建新治疗计划并在 Approval 对话框中批准 (iPlan RT Dose)。

工作流程后的影像集指定：

• CT #2 定义为对准集

• CT #2 定义为参照集

案例 5：定位颅脑扫描更新

新的定位扫描将要用作对准集。

当前的影像集指定（适合基于 CT #1 的已批准治疗计划）：

• CT #1 定义为对准集

• CT #1 定义为参照集

工作流程

步骤

1.
向现有治疗计划中添加定位更新 CT 扫描 (CT #2)。较新的定位更新 CT 扫描 (CT #2) 被
自动指定为对准集。(iPlan RT Image)。

2.
融合两个 CT 影像集 (iPlan RT Image)。

(CT1 CT2)

3. 在 Surface Segmentation 任务中确认新 CT 扫描作为参照集。(iPlan RT Dose)。

4.
在 Verification 对话框中验证治疗计划，然后在 Approval 对话框中批准 (iPlan RT
Dose)。

工作流程后的影像集指定：

• CT #2 定义为对准集

• CT #2 定义为参照集

更改参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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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设置参照点

一般信息

您可以定义非定位颅脑和颅外数据的参照点以帮助随后进行患者对准。

影像视图中的参照点

图 38 

如何设置参照点

步骤

1. 单击 Set Reference Point 激活此功能。

2.
单击适当的影像平面以显示垂直和水平平面，在影像视图中通过灰线标出。

参照点在影像视图中自动居中，并显示相应的坐标。

3.
使用鼠标单击所需的平面并拖动所需的线条，直到参照点定位合适。

要同步移动水平和垂直平面，单击两条线的交点并拖动线条，直到参照点定位合适。

注 : 参照点在后续计划步骤中的坐标为 0, 0, 0。
 

注 : 如果使用剂量验证工具（例如，MapCHECK 或 Delta4），则必须根据工具规格设置参照点，
因为坐标 0,0,0 通常已在验证体模中预先定义。
 

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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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调整轮廓信息

5.5.1 外部轮廓

一般信息

首次加载患者数据时，iPlan RT Dose 根据在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中配置的患者检测设置（请
参见第 76 页），在每个 2D 切层中自动生成一个蓝色的外部轮廓。

在剂量计算中只考虑此外部轮廓内包含的信息。

图 39 

如何调整外部轮廓

利用功能区中的 Brush 和 Eraser 功能，您可手动调整由自动算法创建的轮廓。Brush 和 Eraser
功能可从 Slices 选项卡中调用。

②

①

图 40 

步骤

1. 利用功能区中的 Brush Size 滑块调整刷子大小。

2.
要增加外部轮廓的大小，激活 Brush 功能，并根据需要沿着如上所示轮廓的边缘移动刷子
①。

3. 要减小外部轮廓大小，激活 Eraser 功能，并根据需要调整轮廓。

4. 要删除调整过程中在外部轮廓内产生的空白部分 ②，选中 Auto Fill 复选框。

安全注意事项

由于外部轮廓根据定位器区域裁剪，因此可能会排除患者数据的部分区域，例如在颈部治疗中。在
剂量计算中将不考虑这些区域。如有必要，这些区域必须手动添加到外部轮廓中。

检查用于剂量计算的所得外部轮廓和组织模型的精确度。与治疗相关的区域必须完整地包含在此轮
廓中。

如何使外部轮廓变得平滑

您可以对外部轮廓进行平滑处理，例如用于在蒙片治疗中获得更加均 的剂量覆盖范围。

调整轮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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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外部轮廓变得平滑，单击功能区中的 Smooth Outer Contour。

②①
图 41 

编号 要素

① 原始轮廓

② 平滑轮廓

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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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内部轮廓

一般信息

如果在参数配置过程中选中 Add fully enclosed cavities to patient 复选框（请参见第 76
页），自动轮廓算法将会自动填充此外部轮廓内的任何空腔。

因此，这些内部空腔 初未使用蓝色勾画轮廓，在后续剂量计算中应当考虑到。这些空腔是否被当
成水或者是否使用实际电子密度值，取决于是否激活了不均 性校正（请参见第 97 页）。

① ②
图 42 

编号 要素

① 内部空腔（已填充）

② 内部空腔（蓝色轮廓）

如何勾画内部空腔轮廓

步骤

1.
要勾画所有内部空腔轮廓以便在后续剂量计算中将其排除在外，在 Set Parameters 对话
框中取消选中 Add fully enclosed cavities to patient 复选框（请参见第 76 页）。

2. 软件自动勾画出内部空腔的轮廓。

如何调整内部轮廓

利用 Brush 和 Eraser 功能，您还可根据需要调整这些轮廓。Brush 和 Eraser 功能可从 Slices
选项卡中调用。

①

②

图 43 

步骤

1. 利用 Brush Size 滑块调整刷子大小。

2.
要增加内部空腔轮廓的大小，激活 Eraser 功能，并根据需要沿着如上所示轮廓的边缘移
动刷子 ①。

调整轮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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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要减小内部轮廓大小，激活 Brush 功能，并根据需要调整轮廓。

4. 要删除调整过程中在内部轮廓内产生的空白部分 ②，选中 Auto Fill 复选框。

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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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组织显示和校正

自动组织模型更新

在下面的情况中，组织模型将自动更新：

• Set Parameters 对话框关闭且激活了 Acknowledged 复选框（请参见第 82 页）

• 使用了 Remove 3D Region（请参见第 101 页）或 Smooth Outer Contour（请参见第 92 页）
功能

• 通过 Next 或 Go to... 退出 Surface Segmentation 步骤（请参见第 44 页）

• 手动更改后使用 Update Tissue 功能（请参见下面的部分）

在添加治疗床面或填塞之类的对象，或者为特定对象指定用户定义 HU 值时，将自动修改组织模型
以及由此计算出的剂量分布。用户必须利用 Original / Tissue 滑块（请参见第 96 页）和亨斯
菲尔德单位测量功能（请参见第 477 页），验证每次修改是否正确。此外，还必须利用
Physicist’s Verification 步骤中提供的深度和射野重建执行 终验证（请参见第 332 页）。

如何手动更新组织

单击 Update Tissue 手动更新您对组织轮廓（请参见第 92 页）和组织模型（请参见第 100 页和
第 98 页）所做的更改。

②①

图 44 

例如，单击 Update Tissue 可将初始更改 ① 清晰地显示为在轮廓内部 ②。

但是，即使您不使用此功能，退出 Surface Segmentation 步骤时系统仍将执行校正计算。

如何比较参照集与组织模型

您可以使用 Original / Tissue 滑块切换视图并比较 CT 参照集与其修改后的重建视图（组织模
型）。

步骤

1. 向左移动滑块以显示 CT 参照集。

2. 向右移动滑块以显示更新后的组织模型。

调整轮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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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图 45 

编号 要素

① 原始切层

② 修改切层

始终验证组织的计算正确且患者的对准和体位适合进行治疗。如果更改了参照集，这尤其重要。

Heterogeneity Correction

选项

如果您激活了 Heterogeneity Correction 复选框，可按照 CT 影像数据中提供的电子密度信息
来调整剂量计算。

如果您取消激活 Heterogeneity Correction 复选框，剂量计算将基于如下假设：外部轮廓之内
的所有信息都有相对于水的密度当量。仅排除专门勾画出轮廓的内部空腔（请参见第 92 页）。

如果您未选中 Heterogeneity Correction 复选框，这可能会导致等效深度错误。

如果在患者扫描过程中使用造影剂，您可能希望取消激活不均 性校正，因为造影剂可使扫描影像
中的 HU 值密度升高。

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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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添加填塞和其他 3D 对象

5.6.1 自动填塞定义

一般信息

治疗靠近皮肤表面的 PTV 时，在皮肤上放置称为填塞的组织等效材料，以便向所需的区域正确地
应用所需的剂量。

为了在剂量计算中考虑到填塞，它必须由软件指定。

Bolus Definition 对话框

图 46 

如何定义填塞对象

步骤

1. 在功能区的 Artificial 选项卡中单击 Define Bolus...。

2.

在 Bolus Definition 对话框中，单击对话框右侧的 Bolus Range 按钮。

3.

在 Axial、Coronal 或 Sagittal 视图中，将鼠标悬停在蓝色边框上并调整该框，以定义
需要被填塞覆盖的区域 (Bolus Range)。

4. 在 Object Name 字段中，输入填塞对象的名称。

添加填塞和其他 3D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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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从 Bolus Direction 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填塞对象方向。

6.
• 在 HU Value 字段中，输入该填塞对象相应的值。

• 可用的数值范围为 -1000 到 3071 HU。

7.
• 在 Thickness (mm) 区域中，输入该填塞对象相应的值。

• 只有当 Bolus Range 不低于所输入的厚度值的两倍时，才能创建填塞对象。

8. 单击 Create Bolus 生成填塞对象。

9. 单击 OK 返回主屏幕。

注 : 填塞对象也可在 Object Creation 步骤中手动定义（请参见第 103 页）。
 

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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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指定具体的 HU 水平

一般信息

您可以定义应用于特定对象的具体 HU 值，例如医用假体。

HU 功能

图 47 

如何修改 HU 值

步骤

1. 从 Artificial 选项卡的对象列表中选择所需的对象。

2.
使用 HU Value 微调框选择相关的值。

支持的 HU 范围为 -1000 到 +3071。

3. 激活 Overwrite HU 复选框。

注 : 如果对象重叠，则 HU 值 高的重叠对象决定相交体积的 HU 值。
 

安全注意事项

有些情况下，CT 扫描的 HU 值不代表材料的实际特征（例如质量密度和材料组成）。这可能会导
致对假体之类的非人体组织材料的剂量计算不准确。

如果在 CT 扫描中使用造影剂，则由扫描数据提供并用于剂量算法的电子密度信息与患者的实际组
织密度并不对应。利用包含造影剂的扫描执行治疗计划时，应当认真考虑取消激活不均 性校正是
否有可能改善剂量计算结果或者不包含造影剂的备选 CT 扫描是否更有用。可能需要对 HU 值或机
器跳数手动进行校正。

添加填塞和其他 3D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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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删除 3D 对象

一般信息

通过 Remove 3D Region 按钮，您可以从数据集中清除所选的任何三维对象，例如治疗床、定位器
位置。

3D 对象删除

图 48 

如何删除 3D 对象

步骤

1. 单击 Remove 3D Region 激活此功能。

2. 将鼠标移到要删除的三维形状上，并单击突出显示的区域。

3. 再次单击 Remove 3D Region 删除检测到的形状，并自动更新组织模型。

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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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完成表面分割

一般信息

您在 Surface Segmentation 步骤中完成修改后，即可转到下一步操作。

如何继续

步骤

1. 在 Navigator 区域中，单击 Next。

2.

在出现的消息中，单击 Yes 确认您在当前步骤中的修改。

注 : 如果为组织模型定义的 HU 值（请参见第 77 页）超过转换表中定义的值（请参见第 74
页），将会显示相应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在 Set Parameter 对话框中验证您的设置。
 

为了避免剂量计算错误，您必须对深度视图和射野视图或者表面分割任务中的组织进行目视检查，
确保剂量计算中所用的是正确的组织模型。这必须包括验证裁剪、治疗床面设置和 Overwrite HU
设置正确无误。

完成表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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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象创建
6.1 什么是对象创建？

一般信息

通过对象创建，您可以高亮显示和分割解剖结构，将其保存为计划对象。

如果您从 iPlan RT Image 或更早版本的 iPlan RT Dose 中导入计划，对象可能已经被创建和分
割。

如何创建计划对象

步骤

1. 建立计划对象列表。

2. 高亮显示患者数据内的解剖结构，以分割对象。

建立对象列表

对象是一种解剖结构，例如危及器官、肿瘤、PTV 或影像数据内的任何其他感兴趣区。

您可以从以下项中建立您要标靶的对象列表：

• 预定义的标准对象列表，用于定义的身体部位，例如头部、颈部和骨盆等。

• 您为特定情形创建的单个对象，如 PTV 等。

一旦定义和绘制了对象，便可以将其用于计划流程。

对象分割方法

在您选择了标靶对象后，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让它们在您的影像数据中高亮显示：

方法

手动分割

您可以自行在影像数据中标记对象的位置。其中提供多个辅助工
具，包括：

• Brush
• Smartbrush
• Auto Fill 和 Interpolation

自动分割

iPlan RT Dose 可以使用频带阈值发现和高亮显示标准解剖结构。

注 : 如果想要使用解剖图谱执行自动分割，您必须使用 iPlan RT
Image。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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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主屏幕概述

一般信息

此步骤中包含各种手动和自动功能，允许您分割关键解剖结构或 PTV，并将它们保存为计划对象。

如果您使用 iPlan RT Phantom QA（请参见第 425 页），对象创建可用于为剂量测量设备等绘制
插入口。

主屏幕

图 49 

可用功能

要素 功能

New...
向列表中添加新对象。对象不包含任何体素信息，直至使用刷子或球体
功能添加对象（见下面）。

Remove 从列表中删除选定的对象。

Auto Segmentation...
自动分割（创建）的执行基于用户定义的灰度值区域（频带阈值）。在
X 射线影像中，此功能称为 X-ray Segmentation ...。

Brush Size 可用于调整 Brush 和 Eraser 功能的刷子大小。

Contours 如果激活了此复选框，对象将仅显示为轮廓。

Brush 允许您手动为对象添加体素信息。

Eraser 允许您删除体素信息，从而调整对象的形状。

SmartBrush 允许根据灰度值加速对象创建。

Draw Sphere 允许立即创建 3D 对象（球体），随后可以根据要求调整。

SmartShaper... 允许选定的对象根据需要手动变形。

Auto Fill 如果激活此复选框，使用 Brush 功能包围的区域会自动填充。

Interpolation
如果选中此复选框，使用 Brush 或 SmartBrush 功能添加至两个非相
邻可见切层的体素信息将内插在两个切层之间。

什么是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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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功能

Advanced Manipulati‐
on...

允许您根据现有的对象创建新对象。

Role Reassignment...
允许在处方中指定为特定角色的对象（请参见第 156 页）由其它对象
替代（请参见第 139 页）。

Create Dose Object...
从等剂量线创建对象。仅在定义了剂量后，方才适用。请参见第 254
页。

Undo 撤消 后一次更改。

Redo 恢复被撤消的 后一次更改。

安全注意事项

如果使用融合集进行绘制，务必反复检查参照集上的对象正确与否。

当在重建的视图中分割感兴趣区时，谨记重建的视图显示内插的影像，因此可能不显示所需或预期
的体素数据（如原始影像切层中所包含）。因此，必须在原始切层集中验证计划对象。

所得到的分割对象基于输入软件的信息。与实际解剖结构的对应程度取决于像素大小、切层数量、
切层密度和分割精确度。

在更改或删除已被用于现有计划的对象（如 PTV、OAR 等）之后，您必须认真验证计划内容（例如
叶片位置等）的准确性。在将对象用于剂量计划之前，执行对它们的所有调整。

计划区域

在第 437 页中详细说明了计划视图和工具栏中提供的功能。

四维数据系列

如有适用的四维数据系列，通过显示在切层和重建视图右下方的控制面板，您可以查看内部器官移
动的模拟情况（请参见第 140 页）。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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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建立对象列表

6.2.1 创建空对象

一般信息

您可以从以下项定义可用于计划的对象列表：

• iPlan RT Dose 中提供的标准结构

• 您自己定义的自定义对象

这些对象起初为空。您必须使用手动或自动分割添加内容。

对象

每个对象具有：

• 名称

• 结构类型

如果未正确选择结构类型（如 PTV、肿瘤或未知），则对象可能不能由治疗计划模板识别，因此不
能执行基于模板的治疗计划。

如何激活对象创建

在功能区中单击 New...。

建立对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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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创建选项卡

图 50 

如何添加单个对象

按照下述方法，可以手动添加单个对象。

步骤

1. 单击 Single Object 选项卡。

2.
• 在 Name 区域中输入对象名称，或

• 从 Structure 列表中选择一个适当的对象。

3. 要更改新结构的颜色，单击所需的颜色。

4. 从 Image Set 列表中，选择对象应当属于的影像集。

5. 单击 OK 确认设置，并将新对象添加至功能区的列表中。

当命名对象时，应特别留意。避免使用同一名称或结构定义多个对象。在使用 iPlan RT Dose 模
板的后续计划中，软件会考虑结构信息。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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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添加多个对象

按照下述方法，可以选择包含常用对象列表的预定义模板。

步骤

1. 单击 Multiple Objects 选项卡。

2.
从 Treatment Templates 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治疗模板。

要手动添加未筛选的多个对象列表，从模板列表中选择 All Objects。

3.
• 从 Objects 列表中选择所需的对象（可以多选），或

• 单击 Select All，包含所有对象（为模板预先选定）。

4. 单击 OK 确认设置，并将选择的对象添加至功能区的列表中。

如何创建对象模板

按照下述方法，可以手动创建包含多个对象的额外模板：

步骤

1. 单击 Multiple Objects 选项卡。

2. 从模板列表中选择 All Objects。

3. 从 Objects 列表中选择所需的结构。

4. 单击 New Template，在显示的 Template 对话框中输入新模板的名称。

5.
在 Template 对话框中单击 OK 确认设置，并将新模板添加至 Multiple Objects 选项卡
中的列表。

如何删除对象模板

要从 Multiple Objects 选项卡中删除对象模板：

步骤

1. 从 Treatment Templates 列表中选择模板。

2. 单击 Remove。

如何删除对象

要从功能区中删除对象：

步骤

1. 在功能区的列表中选择对象。

2. 单击 Remove。

建立对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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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了解对象列表

一般信息

已作为对象分割的解剖结构列出在功能区顶部。列表下方提供了相应的分割功能。

列表对象状态

符号 说明

如果激活了一个对象，在列表中此对象旁边将会显示睁开的眼睛图标。单击此图标
隐藏对象。

如果取消激活了一个对象，在列表中此对象旁边将会显示闭合的眼睛图标。单击此
图标显示对象。

列表对象属性

您可以随时从功能区列表中查看和修改对象的属性。

选项

单击此彩色方块，修改对象的颜色和不透明度。

单击此按钮：

• 修改对象的颜色和不透明度。

• 修改对象名称、指定的对象结构或指定的切层集。

如何修改对象属性

选项

要显示所选分割对象的属性，单击相应的图标。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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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要素 功能

Properties
如果需要，您可以编辑对象 Name。

您也可以从提供的列表中选择结构标签。

Select color

您可以修改指定给对象的颜色：

• 在 3D 视图中，当前颜色不透明程度可使用 Opacity 滑动条来修改。

• 新颜色可以单击提供的调色板中的不同颜色进行选择。

Dose Planning

为剂量计划定义的对象类型显示在此选项卡页面中。

对于 PTV 对象，也会显示指定的治疗组。这些指定项也可以单击 Change ...
来修改。（请参见第 167 页）。

安全注意事项

定义重叠的 PTV 可导致不正确的正常组织体积计算结果。

要避免计算错误，PTV 必须完全位于外部轮廓定义的体积内。补量体积必须完全被 PTV 涵盖。

建立对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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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手动对象分割

一般信息

当您向列表中首次添加对象时，其中不含内容。这意味着，影像数据中没有区域与此对象相对应。

您可以分割对象要代表的那部分影像数据，手动向此对象中添加内容。

可用的手动分割方法

您可以使用这些功能分割影像：

功能

Brush 允许您绘制与对象相对应的影像部分。

Smart Brush 根据灰度值，自动填充影像的部分。

Sphere 绘制球形体积。

Auto Fill 自动填充影像区。

Interpolation 自动在切层间内插对象。

您也可以分割 X 射线影像中的内容。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临床用户指南 iPlan RT Image。

对象创建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111



6.3.1 使用刷子功能向对象添加内容

如何添加内容

步骤

1. 在功能区的列表中选择所需的对象。

2. 单击 Brush。

3.
• 使用 Brush Size 滑块定义刷子的大小。

• 要观察刷子的概略尺寸，将鼠标移入计划区。

4.
• 使用鼠标右键分割影像切层中的对象（请参见第 125 页）。

• 要根据需要擦除对象边缘，使用鼠标左键（请参见第 125 页）。

5.

根据需要取消激活 Brush 功能并使用右键菜单，将当前选中的分割对象复制至其他扫描切
层。

影像视图中的对象

图 52 

下图中显示使用 Brush 功能创建的对象。当将鼠标指针置于对象上方时，指定给对象的名称会显
示在影像视图中。

注 : 当在重建视图中分割小型对象时，如果切层距离超过对象的像素大小，自动内插（请参见第
115 页）可能产生不满意的结果。
 

注 : 对于小型对象，在重建中绘制可能产生不满意的结果（即对象的大小约等于基础切层集的切
层间距）。
 

手动对象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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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使用 SmartBrush 向对象中添加内容

概述

SmartBrush 是一种提供高级分割功能的影像分割工具，例如可帮助您区分健康组织和肿瘤等。 

它用于自动填充灰度值相似、彼此连接的部位。

SmartBrush 对象创建

图 53 

如何创建对象

步骤

1. 如第 106 页中所述，创建空对象。

2. 在功能区的列表中选择所需的对象。

3. 单击 SmartBrush。

4.
• 使用 Brush Size 滑块定义刷子的大小。

• 要观察刷子的概略尺寸，将鼠标移入计划区。

5.
• 将鼠标指针移至待分割的区域，按住鼠标左键，将鼠标光标拖动至所需的区域上方。

• SmartBrush 分割鼠标指针周围区域具有相同灰度值/HU 值的所有相连像素。

6.
如果分割的区域边缘未与周围区域正确分离，您可使用 Brush 和 Eraser 功能（请参见第
125 页）来更精确地定义这些边界。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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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使用 Draw Sphere 向对象中添加内容

概述

Draw Sphere 是一种允许在治疗计划中添加 3D 球体的影像分割工具。球体的大小可以自由定义。

Draw Sphere 对象创建

① ② ③

图 54 

编号 要素

① 球体创建

② 完成的球体（2D 视图）

③ 完成的球体（3D 视图）

如何创建对象

步骤

1. 如第 106 页中所述，创建空对象。

2. 在功能区的列表中选择所需的对象。

3. 单击 Draw Sphere。

4.
将鼠标指针移至待分割的区域中央，按住鼠标左键，拖动鼠标指针，直至球体覆盖所需的
区域。

修改球体

球体可使用提供的编辑功能进一步修改，如以便与肿瘤或 OAR 的轮廓匹配（请参见第 124 页）。

手动对象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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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自动填充和内插

自动填充和内插功能

图 55 

自动填充

如果您圈起影像切层的一部分，例如使用 Brush 功能绘制一个圆圈，当激活 Auto Fill 复选框
时，包围的空间将会被填充。

① ②
图 56 

编号 要素

① 自动填充被取消激活

② 自动填充被激活

内插

如果激活了 Interpolation 复选框，使用 Brush（或 SmartBrush）功能添加至两个非相邻可见切
层的体素信息将内插在两个切层之间。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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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图 57 

编号 要素

① 内插信息

② 起始切层

③ 结束切层

手动对象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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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用于 X 射线影像的对象创建

开始之前

要在 X 射线影像中执行对象创建，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 定位 CT 数据集。

• 前向和侧向 X 线影像（适用于相应的 DSA 影像），使用与定位 CT 数据集相同的参照框架定
位。

对象创建对话框

图 58 

如何执行分割

步骤

1. 转到主屏幕中的 X-ray Images 选项卡。

2. 创建空对象（请参见第 106 页）。

3. 单击 X-ray Segmentation ... 打开对象创建对话框。

4.
使用 Brush 和 Eraser 功能（请参见第 125 页），在 Frontal 和 Lateral 选项卡提供
的 X 射线视图中分割所要求的结构。

5.

要预览所得到的对象：

单击选项卡右上部提供的预览视图。

激活 Overlay Object Preview 复选框，显示 X 射线视图中重叠的前向和侧向对象。

6. 要确认您的设置并关闭此对话框，单击 OK。

对象创建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117



验证分割

① ②
图 59 

编号 要素

① X 射线影像

② CT 影像

一旦程序完成，分割的对象将会显示在计划区的影像视图中。

安全注意事项

使用 X 射线影像的分割创建一个边界对象，其中包含相关的结构，而非精确的轮廓。因此，此程
序并未总是完全准确，仅应在适当的情形下使用（例如 AVM）。所有使用 X 射线影像分割的对象
必须由医学专业人员使用软件在 CT 或 MR 数据集中验证。如果这些对象分割不正确，必须予以手
动校正或删除。

通过 Frontal 和 Lateral 选项卡中提供的 3D 预览选项，使用软件的医学专业人员可概略了解分
割对象随后的外观。然而，根据 X 射线定位结果和所执行的对象转换方式，在个别情况下，此预
览可能相对于所绘制的 2D 轮廓出现偏移。在这些情况下，在基础 CT 切层集中仔细验证定位精确
度和 X 射线分割结果。

CT/MR 数据集中转换的 X 射线对象

当在 X 射线影像集中创建了对象，然后根据 3D CT/MR 数据集对其进行修改时，更改将不会显示
在 X 射线数据集中。

通过投射机制（2D 到 3D 转换），在两个 2D X 射线影像上绘制的轮廓会被传输至 3D 对象。对
于每个对应的 CT 切层（通过定位器配准），将会投射 X 射线影像的轮廓，并且一个椭圆形状将
会拟合在所得的正方形内。这些单个椭圆形的组合会生成 3D 对象。

要在 X 射线影像上显示基于 3D 数据集的修改，则必须将 3D 对象转换回 2D 对象。此逆向转化
将会导致信息丢失，而随后从 2D 轮廓到 3D 对象的重新转换则会使对象变形，无法进行识别。

因此，iPlan RT Dose 仅在 X-ray Segmentation 选项卡中显示初始创建的轮廓，而 3D 对象会基
于视图中显示的轮廓重新计算。

您必须验证 CT 或 MR 数据集中的所有结构。

手动对象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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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自动对象分割

一般信息

当您向列表中首次添加对象时，其中不含内容。这意味着，影像数据中没有区域与此对象相对应。

iPlan RT Dose 能够使用以下频带阈值自动分割对象：

• 边框

• 蒙片对象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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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使用边框的频带阈值

一般信息

Band Thresholding 是一种基于灰度信息的自动分割程序。

Band Thresholding 对话框

图 60 

如何执行分割

步骤

1. 在功能区的列表中选择对象。

2. 单击 Auto Segmentation... 打开 Band Thresholding 对话框。

3.

在 Band Thresholding 对话框的工具栏中，单击 Resize Bounding Box 按钮（如果尚未
激活）。

4. 在 Mask 下拉列表中，选择 Bounding Box。

5. 使用您的鼠标指针在轴向、冠状和矢状视图中放置边框，使其包围待分割的区域。

6.
• 从 Maximal Fragment Number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检测和分割的片段数量。

• 例如，如果您选择一个片段， 大的连接区域将会被分割。

7.

通过以下方法，在直方图（右下方）视图中定义灰度值：

• 直接在提供的区域中输入所需的 Right 和 Left 值，或

• 使用鼠标指针调整左侧值和/或右侧值滑块，直至所需的值显示在相应字段中。

8. 为了更精确地定义阈值，激活 Zoom 复选框以放大显示左右阈值之间的区域。

9. 单击 OK 确认您的设置，并激活分割。

注 : 红色分割的区域表示所定义阈值限值内的扫描信息。这不是分割对象的预览。
 

自动对象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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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分割

图 61 

一旦程序完成，分割的对象将会显示在计划区的影像视图中。

安全注意事项

使用频带阈值的分割可能不能得到特定结构的正确形状。因此，所有自动分割的对象必须由医学专
业人员使用软件在原始切层中验证。如果这些对象分割不正确，必须予以手动校正或删除。

血管分割的结果必须经过认真检查和验证。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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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使用蒙片对象的频带阈值

一般信息

在 Band Thresholding 对话框中，您也可在由蒙片对象定义的区域内执行对象分割。

蒙片对象

图 62 

如何创建蒙片对象

步骤

1. 创建空对象（请参见第 106 页）。

2.
要概略定义待分割的区域，使用 Draw Sphere（请参见第 114 页）或 SmartShaper（请参
见第 127 页）等。

使用蒙片对象的频带阈值

图 63 

自动对象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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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执行频带阈值

步骤

1. 手动创建第二个空对象（请参见第 106 页），根据待分割的对象予以命名。

2. 在功能区中选择此对象，然后单击 Auto Segmentation...。

3.
在 Band Thresholding 对话框中，从对话框底部的 Mask 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蒙片对
象。

4. 为了更精确地定义窗设置，激活 Zoom 复选框以放大显示左右阈值之间的区域。

5.
• 从 Maximal Fragment Number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检测和分割的片段数量。

• 例如，如果您选择一个片段， 大的连接片段将会被分割。

6.

通过以下方法，在直方图（右下方）视图中定义灰度值：

• 直接在提供的区域中输入所需的 Right 和 Left 值，或

• 使用鼠标指针调整左侧值和/或右侧值滑块，直至所需的值显示在相应字段中。

7. 单击 OK 确认您的设置，并激活分割。

验证分割

图 64 

一旦程序完成，分割的对象将会显示在计划区的影像视图中。

安全注意事项

使用频带阈值的分割可能不能得到特定结构的正确形状。因此，所有自动分割的对象必须由医学专
业人员使用软件在原始切层中验证。如果这些对象分割不正确，必须予以手动校正或删除。

血管分割的结果必须经过认真检查和验证。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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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修改现有对象

一般信息

iPlan RT Dose 提供多个可供修改现有对象的工具。

可用工具

您可以使用以下工具修改对象：

• Brush 和 Eraser

• SmartShaper

• 在切层间传输对象

修改现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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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Brush 和 Eraser

Brush 和 Eraser 功能

图 65 

选项

使用 Brush Size 滑块，可调整刷子/橡皮擦工具的直径。

要显示刷子/橡皮擦工具和任何分割对象的轮廓，激活 Contours 复选框。

使用刷子功能

通过 Brush 功能，您可手动向分割的对象或空对象中添加内容（请参见第 112 页）。

① ②
图 66 

编号 要素

① 标准刷子功能

② 仅使用轮廓的刷子功能

使用橡皮擦功能

通过 Eraser 功能，您可手动从分割的对象中删除信息（请参见第 112 页）。

① ②
图 67 

编号 要素

① 标准橡皮擦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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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要素

② 仅用于轮廓的橡皮擦

切换刷子和橡皮擦

要在对象分割过程中切换 Brush 和 Eraser 功能，根据需要使用鼠标右键 (Brush) 和鼠标左键
(Eraser)。

修改现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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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SmartShaper

一般信息

此功能允许根据需要对选定的对象手动变形或重新定位。

SmartShaper 对话框

图 68 

如何激活 SmartShaper

步骤

1. 从功能区中选择所需的对象，然后单击 SmartShaper... 打开 SmartShaper 对话框。

2. 要将显示的对象显示为轮廓，激活 Contours 复选框。

3. 使用 Tool Size 滑块，可调整造形工具的直径。

如何使用 SmartShaper

步骤

1.

要调整所选对象的位置，单击 Move，然后将对象拖动至所需的位置。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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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要调整所选对象的形状，单击 Deform，然后沿着对象移动鼠标指针，调整其外部轮廓。

3. 单击 OK 确认您的更改。

安全注意事项

出于性能考虑，SmartShaper 对话框仅提供了所生成对象的预览图。仅当使用 OK 关闭对话框时，
才会执行对象计算。因此， 终结果可能与预览不同，尤其对于较小或较薄的对象。因此，所有使
用 SmartShaper 进行修改的对象必须由使用该软件的医学专业人员在原始切层中验证。如果这些
对象的修改不正确，必须予以手动校正或删除。

修改现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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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在切层集间之间传输对象

一般信息

一旦对象被创建，则会自动指定给在其中进行了分割的数据集。

如果需要，可以将对象指定给治疗计划中包含的其他融合数据集。

可用性

在创建了剂量治疗计划后，将不能在切层集之间传输对象。

如何执行对象传输

步骤

1.

单击对象旁边的“...”按钮。

2.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打开 Set/Statistics 选项卡。

注 : 此选项卡仅在创建治疗计划之前适用。
 

3. 选择应将对象传输至的数据集。

4. 如果您要传输所有对象而不仅仅是当前选中的对象，激活 Move all Objects 复选框。

5. 单击 OK 确认您的选择。

6.

在重新采样消息中，单击 OK 激活对象传输。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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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当从一个切层集向另一个融合切层集传输对象时，如果各切层集的几何属性如像素大小、切层间距
和切层方位明显不同，则可能出现大量内插错误。而且，如果标靶切层集仅覆盖对象的一部分，则
仅被覆盖的部分会被传输。对象的其他部分将不会被传输。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标靶切层集中的
对象形状可能不再正确。

Set/Statistics 选项卡中的体积值由 iPlan 根据影像质量、影像分辨率和切层厚度等计算而出，
可能与分割对象的实际体积不同。

当将偏移对象重新切片至切层集时，由于偏移对象位于切层集以外的部分会被删除，因此偏移对象
的形状可能发生变化。此外，内插错误可能使形状稍有改变。

修改现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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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高级对象操作

一般信息

iPlan RT Dose 提供用于操作对象的多种高级方法。

可用功能

• 缩放对象

• 创建分界对象

• 合并对象

• 拆分对象

• 角色重新指定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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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缩放对象

一般信息

通过 Scaling 功能，您可：

• 成比例放大或缩小您创建的对象，为变形的对象生成新对象。

• 创建一个相对于已创建的源对象生成的“分界”对象。

如何激活对象缩放

步骤

1. 在功能区中单击 Advanced Manipulation...。

2. 选择 Scaling 选项卡。

Scaling 选项卡

①

②

图 69 

编号 要素

① 将从其创建缩放对象的选定源对象。

② 对基于所执行的对象操作的缩放对象的预览。

如何放大和缩小对象

Scaling 对话框中可用的选项将会发生变化，具体取决于您是放大、缩小对象，还是创建分界对
象。

步骤

1.
在 Choose Operation and Source Object 下，选择 Enlarge Object 或 Shrink Ob‐
ject。

高级对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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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此外，在 Choose Operation and Source Object 下，从提供的列表中选择您要缩放的对
象。

3.

• 在 Adjust Parameters 部分，定义增加或减小对象大小的尺寸（单位为毫米）。

• 默认情况下，对象的大小会在左-右、前-后、头-足方向上成比例调整。要禁用此设置，
单击相应方位的 proportional 复选框。

4.

• 在 Name 区域中，为缩放的对象定义名称。此外，也可从提供的列表中选择预定义的结
构。

• 新对象将会默认根据源对象名称和选定的操作命名。

5. 单击用于对象的所需颜色。

6. 要预览缩放操作的结果，单击选项卡页面右侧提供的预览视图。

7. 单击 Generate 创建缩放的对象。

8.
• 要确认您的设置并关闭此对话框，单击 Close。

• 缩放的对象现在显示在功能区的列表视图中。

安全注意事项

仅当输入的边距大于等于数据集切层间距和切层厚度的一半时，对象才会被放大或缩小。也就是
说，如果扫描的切层间距和切层厚度为 5 毫米，对象边距设置为 2 毫米，则对象不会在扫描方向
上放大。如果边距为 2.5 毫米，则对象会被放大。

缩小的限制

在垂直正交方向上缩小距离显著不同的对象/结构时，可能导致大于预期的侵蚀。考虑以下的二维
示例，其中 图 70 中的椭圆对象描绘用于缩小/侵蚀的元素大小，因此被称为侵蚀元素。

图 70 

此侵蚀元素的高度约为其宽度的 16 倍。在其中心的点表示移动至要侵蚀的对象边界上的点。将此
侵蚀元素用于圆盘（以 图 71 中的圆形线表示），可产生侵蚀对象（以 图 71 中心处的实线对象
表示），其中宽度的缩小是超过侵蚀元素水平半径所定义宽度约 5 倍。请在为对象缩小选择参数
时，牢记此效应。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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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如何创建分界对象

步骤

1. 在 Choose Operation and Source Object 下，选择 Create Wall。

2.

• 单击 Exterior 在源对象外创建分界对象。

• 单击 Centered 在新分界对象的中心创建源对象边界。

• 单击 Interior 在源对象内创建分界对象。

3. 此外，在 Choose Operation and Source Object 下选择所需的源对象。

4. 在 Adjust Parameters 部分，为分界对象定义尺寸（单位为毫米）。

5.

• 在 Name 区域中，为分界对象定义名称。此外，也可从提供的列表中选择预定义的结
构。

• 新对象的默认名称是源对象的名称。

6. 单击用于对象的所需颜色。

7. 要预览缩放操作的结果，单击选项卡页面右侧提供的预览视图。

8. 单击 Generate 创建分界对象。

9.
• 要确认您的设置并关闭此对话框，单击 Close。

• 分界对象现在显示在功能区的列表视图中。

高级对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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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合并对象

一般信息

您可通过 Logical Operations 选项卡合并两个对象，并从合并的对象中创建一个新对象。

如何激活逻辑操作

步骤

1. 在功能区中单击 Advanced Manipulation...。

2. 选择 Logical Operations 选项卡。

Logical Operations 选项卡

①

②

图 72 

编号 要素

① 将从其创建新对象的选定源对象。

② 新对象的预览基于两个源对象如何合并。

如何合并对象

步骤

1. 从 First Operand 和 Second Operand 区域中，选择作为新对象基准的两个对象。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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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所需的操作：

• 单击 Union 从两个合并的对象中创建新的对象。

• 单击 Intersection 从两个对象交集中创建新的对象。

• 单击 Subtraction 创建从第一个对象 (First Operand) 减除第二个对象 (Second
Operand) 所得的新对象。

3.
• 在 Name 区域中，为新对象定义名称。此外，也可从提供的列表中选择预定义的结构。

• 新对象将默认根据所选的操作命名。

4. 单击用于对象的所需颜色。

5. 要预览合并操作的结果，单击选项卡页面右侧提供的预览视图。

6. 单击 Generate 创建新对象。

7.
• 要确认您的设置并关闭此对话框，单击 Close。

• 新对象现在显示在功能区的列表视图中。

高级对象操作

136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6.6.3 拆分对象

一般信息

通过 Splitting 选项卡，您可将计划对象拆分成更小的对象。例如当治疗脊柱肿瘤时，这有助于
需要区分不应暴露于治疗照射的 OAR 区域与应当接受 大剂量的肿瘤区域。

如何激活拆分操作

步骤

1. 在功能区中单击 Advanced Manipulation...。

2. 选择 Splitting 选项卡。

Splitting 选项卡

图 73 

初始步骤

步骤

1. 从 Source Object 列表中，选择要拆分的对象。

2.

为切割平面选择所需的拆分方位：

• 单击 Min Area 自由定义拆分方位，以使横断面保持为 小。

• 单击 Axial、Coronal 或 Sagittal，根据定义的方位拆分对象。

3.

单击 Splitting 选项卡工具栏的 Object Splitter 按钮。

4. 单击选项卡中的首选视图。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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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 使用鼠标指针，沿着所选的方位拖动绿色正方形以调整切割平面。

• 此外，也可以将鼠标指针移至绿色正方形上方或下方，以倾斜平面。

6.

使用提供的扫描视图和 3D 视图，验证对象正确拆分。

如果生成拆分对象

对正确拆分对象的结果满意后，您可以生成两个分别以蓝色和琥珀色框表示的新对象。

步骤

1. 在 Name 区域中，为第一个对象定义名称。

2. 单击用于对象的所需颜色。

3.
单击 Generate Blue 或 Generate Amber，具体取决于您希望生成哪一个对象。此对象现
在显示在 Source Object 列表中。

4. 为第二个对象重复步骤 1-3。

5.
• 要确认您的设置并关闭此对话框，单击 Close。

• 新对象现在显示在功能区的列表视图中。

高级对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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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角色重新指定

一般信息

此功能允许在处方中指定为特定角色的对象（请参见第 156 页）由其它对象替代。

• 例如，如果在治疗之间，标靶体积的大小减小，可使用缩放功能创建调整的体积（请参见第 132
页）。

• 随后，可以使用缩小的体积替代原始体积（在计划处方中指定为 PTV）。

如何激活角色重新指定

单击 Role Reassignment ... 打开 Reassignment 对话框。

Reassignment 对话框

图 74 

在处方中定义为 PTV、Boost 或 OAR 的对象（请参见第 156 页）显示在 Assigned Objects 下。

可用于选择的剩余对象显示在 Available Objects 下。

步骤

1. 在 Assigned Objects 下，选择要替代的原始对象。

2. 在 Available Objects 下，选择替代对象。

3. 单击 Swap，使用替代对象替换原始对象。

4. 要确认您的设置并关闭此对话框，单击 Close。

验证调整的治疗情形适用于计划的治疗。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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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四维数据模拟

6.7.1 概述

一般信息

如有适用的四维数据系列（请参见第 446 页），通过显示在切层和重建视图右下方的控制面板，
您可以查看内部器官移动的模拟情况。

当计划用于颅外治疗的对象轮廓时，此功能尤其有帮助，因为在这类病例中，内部器官移动可能为
一个显著因素。

控制面板

图 75 

模拟正在进行

① ②

③ ④

图 76 

四维数据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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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面板功能

要素 功能

自动顺序浏览可用数据，启动四维模拟。

暂停四维模拟。

允许您向前手动浏览可用的数据集。

直接快进至四维模拟的结尾。

允许您向后手动浏览可用的数据集。

直接倒退至四维模拟的开始。

您可以使用进度滑块浏览模拟中的特定点。

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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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退出对象创建

6.8.1 概述

退出提示

图 77 

在退出 Object Creation 步骤前，确保所有对象均已正确分割。

退出对象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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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创建治疗计划
7.1 关于治疗计划

治疗计划程序

通过这一步，您可以创建完整的治疗计划。

步骤

1. 选择模板或执行手动计划。

2. 定义每个计划对象的处方。

3. 添加治疗组。

4. 查看剂量计算备选算法的结果。

5. 使用影像视图或 DVH 查看剂量。

6. 比较计划。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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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治疗选项比较

一般信息

通过 iPlan RT Dose，您可以使用治疗设备创建治疗计划：

• 适形射束

• 适形弧（静态和动态）

• IMRT

• 圆弧

• HybridArc

软件不会限制可使用的治疗射野、射束或弧的数量。但是，如果使用大量的射束 (> 50)、弧
(> 10) 或 IMRT 射野 (> 20)，系统性能将会受到影响。

适形射束

适形射束技术在不同的机架和治疗床方向使用特定的准直仪形状，从而根据 PTV 形状优化每个放
射野。由于使用多叶准直仪可获得很大的射野尺寸，因此为每个病变计划一个等中心通常即已足
够。

这种技术的劣势是射束入射侧的周围组织吸收的剂量可能高于使用旋转机架执行的标准放射外科治
疗。

适形弧

在适形弧治疗中，照射期间的机架旋转与标准放射外科治疗中相似。根据肿瘤的形状调整放射野以
适应每个弧平面和机架角度的操作与适形射束方法中相似。您可以进行静态和动态适形弧治疗。

治疗 放射野形状

动态适形弧 在弧治疗期间适应 PTV 投影

静态适形弧 计算整个弧的平均射野形状

调强放疗

利用调强放疗 (IMRT)，射束强度可在治疗射野内变化。这样，可将 PTV 邻近的危及器官受到的这
种剂量降到 低。

圆弧

圆弧治疗使用可产生锥形放射野的锥形准直仪。交叉点受到的放射剂量较高，而此体积外部的剂量
要低得多。通常在单次治疗中使用许多弧，每个弧采用独特的治疗床角度分布在患者周围的空间
中。使用数量足够多的射束可改善剂量分布，从而尽可能地降低周围组织接受的剂量。

治疗较小的球形病变或执行功能放射外科治疗时，圆弧特别有用。使用锥形射野的劣势是可能需要
为单 PTV 计划多个等中心。因此，病变中的剂量可能不够均 。

圆弧治疗的剂量计算利用圆锥准直器剂量算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使用 Monte Carlo 算法。

安装在准直器底座上的圆锥准直器精度不能保证适用于所有准直仪角度。确保治疗期间使用的准直
仪角度与射束测量期间完全相同。

对于圆锥准直器，铅门必须屏蔽锥形材料之外的放射。治疗期间所用的铅门位置必须与射束测量期
间所用的铅门位置完全相同。

HybridArc

HybridArc 是动态适形弧和 IMRT 治疗的组合。在相同的治疗床位置向每个动态适形弧添加一个或
多个 IMRT 射束，通过尽可能地减少附加设置工作来进一步优化剂量分布。

关于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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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的 length（长度）和每个弧的 IMRT 射束的 number（数量）可由用户调节。IMRT 射束的机架
角度利用按下面公式计算得出的两个相邻 IMRT 射束之间的机架角度 distance（距离）和 first
（第一）IMRT 射束的机架角度通过软件自动分布：

distance length
number
--------------------= first distance

2
----------------------=,

此外，适形弧和 IMRT 射束照射的剂量之间的权重可由用户调节。在优化 IMRT 射束之前，动态适
形弧孔径按照定义的 IMRT 限制进行优化，以进一步改善剂量分布。这样，HybridArc 可同时获得
动态适形弧治疗和 IMRT 治疗的优势。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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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主屏幕概述

用途

在 Treatment Planning 屏幕中，您可定义、查看和编辑治疗计划。

打开治疗计划

您可通过 Navigator 功能转到此步骤（请参见第 44 页）。

如果尚未定义治疗计划，iPlan RT Dose 将自动打开 Create Plan 对话框（请参见第 150 页）。

主屏幕

图 78 

Refresh MU

此按钮可更新整个治疗计划的机器跳数计算结果。MU 值仅在发生重要变化时自动更新，如治疗组
和单个治疗元素的权重改变（请参见第 179 页和第 185 页），或在调整处方时更新（请参见第
167 页）。

• 对于 HybridArc 元素，Refresh MU 可在优化孔径之后恢复弧-IMRT 射束权重。

• 对于 IMRT 和 HybridArc 元素，Refresh MU 可在 IMRT 优化之后执行处方中的 PTV 剂量归一
化。

• 在 IMRT 优化之后通常应当避免执行 Refresh MU，因为该操作不会考虑到 OAR 目标。这样，
Refresh MU 就可能会导致违反 OAR 限制。

• 在结合激活了 Monte Carlo 算法的 IMRT 优化之后执行 Refresh MU 总是触发新 Monte Carlo
计算，而与任何先前的计算结果无关。由于 Monte Carlo 算法的统计性质，每次执行 Refresh
MU 都可能会导致射束机器跳数稍有不同。

功能区

如果尚未定义治疗计划，则可使用下面的功能：

关于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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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功能

Create Treatment Plan 您可以通过此功能创建治疗计划（请参见第 150 页）。

Object Manipulation
此功能允许您基于形态学或通过执行逻辑运算，来编辑对象的形状
（请参见第 131 页）。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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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剂量特定的工具栏和视图功能

工具栏功能

要素 功能 请参见

通过 Plan Comparison，您可以加载随后可与当前治疗计划进行比
较的第二个治疗计划，或比较 Monte Carlo 计算与笔形射束计
算。

第 223 页

在 Open DVH Dialog 打开的对话框中，可以为计划标靶体积计算
治疗剂量。 

第 207 页

在 Dose Display 打开的对话框中，可以配置各种剂量显示选项，
例如相对值或绝对值，厘戈瑞或戈瑞单位等。 

第 205 页

通过 Toggle Monte Carlo / Pencil Beam，您可以切换选择
Monte Carlo 算法或笔形射束算法进行剂量计算。 

第 197 页

通过 Show Dose，您可以显示每个标靶体积的计划剂量轮廓以及相
应的剂量标度。 

第 201 页

通过 Threshold，您可以仅显示一个剂量阈值，使您将精力集中于
一个特定的剂量值。 

第 203 页

影像视图功能

要素 功能 请参见

通过 Toggle view mode，您可以只显示 OAR 或所有结构的正面或
颅脑视图。 

第 229 页

通过 show/draw planning shape，您可以调整多叶准直仪的叶片以
适应放射野。 

第 247 页

通过 show/change leaves and jaw positions，您可以手动调整叶
片和铅门的位置。 

第 248 页

通过 enter leaf positions numerically，您可以为每个叶片输入
指定的值。 

第 249 页

通过 reset manual changes to shape，您可以撤消对叶片位置的
调整。 

第 251 页

通过 Toggle fluence display，您可以将显示切换为通量图。 第 204 页

关于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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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功能 请参见

通过 Arc/Beam display，您可以选择应当显示哪些计划射束或弧。
第 234 页

通过这些功能，您可以在所选的弧或 IMRT 射束之间移动。

第 252 页

在 HybridArc 的不同 IMRT 射束之间切换。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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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创建新治疗计划

7.2.1 概述

一般信息

完成 Object Creation 之后（请参见第 69 页），软件将会自动提示您创建新治疗计划。

如果尚未定义治疗计划，也可以单击 Create Treatment Plan 创建新计划。

Create Plan 对话框

图 79 

计划创建选项

在创建新治疗计划时，存在三种可能的不同情况：

部分 请参见

如何创建全新的计划 第 151 页

如何创建新计划（现有处方） 第 151 页

如何创建新计划（现有处方和设置） 第 151 页

计划模板管理

如果您希望重新组织现有的治疗模板，请单击 Manage ...（请参见第 275 页）。

后续修改

对已完成治疗计划的修改可在 Prescription 对话框中进行（请参见第 167 页）。但是，处方类
型（请参见第 155 页）只能在 Create Plan 对话框中设置。

创建新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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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计划创建选项

如何创建全新的计划

步骤

1. 在 Create Plan 对话框底部选择 Manually 选项按钮。

2. 单击 Next 定义处方（请参见第 154 页）。

治疗设置必须在 Group 对话框中单独定义（请参见第 170 页）。

如何创建新计划（现有处方）

步骤

1. 在对话框顶部选择 Plan Template 选项按钮。

2. 从列表中选择首选模板。

3. 选中 Load prescription only 复选框，并单击 Next。

所选的处方信息应用于治疗计划并可在如下位置进行修改：

• 在 Create Plan 对话框中（请参见第 154 页）

• 在 Prescription 对话框中（请参见第 167 页）

治疗设置必须在 Group 对话框中单独定义（请参见第 170 页）。

如何创建新计划（现有处方和设置）

步骤

1. 在对话框顶部选择 Plan Template 选项按钮。

2. 从列表中选择首选模板，并单击 Next。

所选的处方信息应用于治疗计划并可在如下位置进行修改：

• 在 Create Plan 对话框中（请参见第 154 页）

• 在 Prescription 对话框中（请参见第 167 页）

治疗设置信息应用于治疗计划并可在 Group 对话框中修改（请参见第 170 页）。

通过选择模板创建的弧或射束分布未进行临床优化。在治疗之前，必须评估所得计划的有效性。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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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更改计划属性

一般信息

您可以在 RTPlan Properties 对话框中更改治疗计划的属性。

如何设置剂量计算参数

步骤

1.

在功能区中选择 RTPlan 对象。

2. 在功能区的 Functions 选项卡中单击 Properties 打开 Properties 对话框。

RTPlan 属性对话框

图 80 

要素 功能

Name 治疗计划的名称。它出现在功能选项卡中。默认设置为“The RTPlan”。

Treatment Type Cranial 或 Extracranial。

Plan Intent 您可以在此注明计划的目的，例如保守治疗或治愈。

您还可以查看：

• 当前的参照集和对准集

• 患者体位

创建新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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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属性

您可以在此对话框中设置以下功能的属性：

• 剂量计算：请参见第 194 页。

• Monte Carlo：请参见第 198 页。

• 处方：请参见第 194 页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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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定义处方

7.3.1 概述

一般信息

处方是治疗计划的基础。在处方中，您可以定义：

• 哪种结构是 PTV 或补量对象，哪种是危及对象 (OAR)

• 如何针对结构计算剂量

• PTV 或 Boost 结构应当接受多大的剂量

• 每个 OAR 应采用的权重

• 每个对象的剂量和体积限制

• 计划优化的目标

Create Plan 对话框

图 81 

如何定义处方

步骤 请参见

1. 选择处方类型。 第 155 页

2. 为计划对象指定类型，例如 OAR、PTV。 第 156 页

3. 配置 PTV 和 Boost 对象的剂量设置和分次。 第 157 页

4. 定义每个对象的剂量体积直方图 (DVH)。 第 161 页

5.
定义 PTV 和不同 OAR 的限制。所得的治疗计划应当遵守这些限制。

注 : 限制可以根据目标进行更改。
 

第 163 页

6. 定义计划目标。这些将会影响相反计划期间的剂量优化计算。 第 163 页

注 : 您也可以修改现有的处方（请参见第 167 页）。
 

定义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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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选择处方类型

一般信息

处方类型决定如何针对标靶结构计算剂量。

处方类型针对治疗计划全局定义。随后不能更改处方类型。

处方类型

图 82 

哪种处方类型？

处方类型

Dose Volume Presc‐
ription

这种处方类型用于确保特定百分比的标靶结构接受指定百分比的处方剂
量。

如果您选择 Dose Volume Prescription，系统可自动计算 佳剂量体积
覆盖率，同时考虑到定义的限制（请参见第 163 页）。

注 : 随后仍可创建归一化点（请参见第 220 页）。
 

Point Prescription
to Isocenter

这种处方类型定义等中心点（归一化点）接受的具体剂量，未考虑结构体
积的影响。

如果您选择 Point Prescription to Isocenter，软件将会指示违反了剂
量体积直方图中的限制（请参见第 161 页）。然后，必须根据需要手动
修改计划。

注 : 如果选择了 Dose Volume Prescription，则允许在 PTV 周围留出合理的边距以适应 MLC 半
影。
 

相对剂量

此设置定义医生考虑到的剂量比例。相对剂量 100% 表示绝对剂量 1。

剂量计算

您可以调整剂量计算参数。请参见第 194 页。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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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为对象指定类型

一般信息

每个对象都可使用列表旁边的选项按钮将其指定为特定的对象类型，如 PTV 或 Boost。

对象指定

图 83 

可用设置

对象类型 说明

PTV 相应的对象设置为计划标靶体积。

Boost
计划标靶体积的所选区域可定义为接受较高的剂量。

Boost 对象必须始终作为 PTV 的一部分。

OAR
为 OAR 对象定义的设置（请参见第 157 页）直接影响适形治疗的自动叶片优
化。

Other
如有必要，可使用此选项定义与治疗区域非直接相关的一般感兴趣结构。此对
象类型没有具体的设置。

如何指定对象类型

步骤

1. 从列表中选择对象。

2.

通过激活 PTV 或 OAR 等单选按钮指定类型。列表中的对象颜色将会改变。

适当的对象也可一起选中（利用鼠标加 Shift 或 Ctrl 键），并利用选项按钮指定特定对
象类型。

3. 定义每个 PTV 和 Boost 对象的剂量处方。

4. 定义每个 OAR 对象的限制。

5. 定义每个 PTV、Boost 和 OAR 对象的目标。

定义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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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定义 PTV 和 Boost 对象的剂量处方

一般信息

您可以定义 Objects 列表中显示的每个 PTV 的处方和分次信息。

设置区

图 84 

如何定义 PTV 对象设置

步骤

1. 从 Objects 列表中选择标靶对象。

2. 确保选中了 PTV 单选按钮。该对象的颜色现在应为绿色，并标记为 PTV。

3. 使用 Number of Fractions 微调框定义分次总数。

4.

定义剂量。这可以是：

• 每个 Single Fraction 的具体剂量，或

• All Fractions 的总剂量

您可以使用 Dose Display 对话框（请参见第 205 页）定义：

• 剂量单位（厘戈瑞 或 戈瑞）

• 使用相对剂量还是绝对剂量

5.

设置归一化标靶：

• 使用下拉列表设置首选归一化标靶作为绝对或相对剂量目标，或

• 直接按照百分比体积 (V%) 设置 Normalization。

• 通过选择限制点，右键单击鼠标显示上下文菜单，然后选择 Normalization，在 DVH 中
设置归一化点。请参见第 163 页。

定义的目标将通过 Refresh MU 功能保留。

要在 IMRT 向前计算期间立即进行归一化，选择归一化点，右键单击鼠标显示上下文菜
单，然后选择 Renormalize Post-Optimization。

注 : HybridArc 的孔径优化也可根据为 Renormalize Post-Optimization 选择的点进行
归一化，但是只能在没有 IMRT 优化待定的情况下进行。
 

6. Assigned groups 区与后续治疗组指定相关（请参见第 167 页）。

如何定义 Boost 对象设置

您可以使用与 PTV 对象相同的方法定义 Boost 对象的设置。对于 Boost 对象，需要补充 PTV 剂
量。总体结果正确地显示在剂量体积直方图中（请参见第 161 页）。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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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如果目标包括两个 PTV，一个套着另一个，我们建议为包含在内部的 PTV 指定对象类型
Boost。
 

PTV 和向前计划

如果执行向前计划，每个 PTV 或补量对象都必须有一个与其关联的等中心（请参见第 170 页）。

PTV 和 IMRT 计划

在 IMRT 计划过程中，您可以使用一个治疗组治疗多个 PTV，也可作为集成补量对象治疗。在这种
情况下，不需要为补量对象选择治疗组，您可以不考虑分次治疗的数量，因为只有剂量值具有决定
意义。 

注 : 使用单个治疗组治疗多个病变时，请考虑到由于物理和技术原因，对病变之间的距离及其在
可产生的放射野中的位置会有限制。
 

定义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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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定义 OAR 对象的剂量限制

一般信息

在计划过程中，您可以定义每个 OAR 应受到的保护等级。

务必正确地勾画和定义 OAR 以避免 OAR 接受意外的剂量。

OAR 设置

图 85 

如何定义 OAR 对象设置

步骤

1. 从 Objects 列表中选择标靶对象。

2. 确保选中了 OAR 单选按钮。该对象的颜色现在应为蓝色，并标记为 OAR。

3. 如果您要执行 Forward Planning，请在 OAR Type 中定义优先级（请参见下文）。

4.
如果您要执行 Inverse Planning，则为每个 OAR 指定一个 Guardian 值（请参见下
文）。

向前计划

如果您希望执行 Forward Planning，则可为每个 OAR 指定在后续计划中应采用的三个优先级之
一：

OAR 优先级 说明

OAR Type 1

系统在叶片优化中考虑这些对象。

为保护相应的区域，应当完全阻挡优先级为 1 的 OAR 对象。但是，根据 PTV
位置，有时无法完全实现 100% 阻挡。

OAR Type 2
系统在叶片优化中也会考虑这些对象。

为保护相应的区域，阻挡 PTV 边距与优先级为 2 的 OAR 对象重叠的部分。

OAR Type 3 在叶片优化中不考虑这些对象。

相反计划

如果您希望执行 Inverse Planning，则可为每个 OAR 指定一个 Guardian 值。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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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R 类型 默认保护等级值

OAR Type 1 默认设置可为指定的对象提供 100% 的保护。

OAR Type 2 默认设置可为指定的对象提供 66% 的保护。

OAR Type 3 默认设置可为指定的对象提供 33% 的保护。

在适形射束和适形弧治疗中，保护等级值设置不会影响自动机器跳数 (MU) 计算。

保护等级设置和 IMRT

保护等级设置对于 IMRT 和 HybridArc 治疗中的剂量优化特别重要，因为计算得出的优化值是按
照保护等级百分比值进行处理的结果。

• 如果 OAR 的保护等级值设置为 100%，OAR 在剂量优化中将会受到 充分的考虑。

• 在剂量优化中根本不考虑保护等级值设置为 0% 的 OAR。

• 对于 HybridArc 治疗，如果 OAR 的保护等级值设置为 10%，则在孔径优化中不会考虑该 OAR。

如需关于剂量优化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87 页。

剂量关系

剂量显示关系出现在 General Dose Relation for Display 下的设置区底部。如果为使用不同处
方剂量的治疗计划定义了两个或多个 PTV，则可以调节此值以应用适当的关系。这只是显示设置，
不会影响实际剂量处方。

All Fractions 值总是等于您希望应用于 PTV 的百分比剂量。对于所有常见设置，此值应与剂量
关系相关。例如，如果您希望显示的关系为 80% = 16.0 戈瑞，则可在处方中为 PTV 指定
20.0 戈瑞的剂量。对于使用不同处方的多个 PTV，复杂性升高。

定义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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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查看剂量体积直方图

一般信息

在 Create Plan 对话框的中央区域，显示每个对象的剂量体积直方图 (DVH)。

对于每个对象，这显示对象的每个部分应接受多少剂量。

剂量体积直方图中包含的信息取决于对象和处方设置。

如何查看对象的 DVH

要查看对象的 DVH，从 Objects 列表中选择该对象。其 DVH 随即显示出来。

DVH 不应作为确定治疗计划精确度的唯一标准。另一个可用的标准是剂量分布显示。

剂量体积直方图（PTV 示例）

①

②

③

④

⑤

⑤

图 86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Volume 单击此处修改体积显示单位（立方厘米或百分比）。

② 体积剂量比
显示在图中为当前对象定义的每个限制点的数据。请参见第 163
页。

③ 阴影区 DVH 中剂量/体积图不应通过的区域。

④ Dose 单击此处修改剂量显示单位（戈瑞、厘戈瑞或百分比）。

⑤ 限制点 请参见第 163 页。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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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轴和 Y 轴

坐标轴 说明

Y 轴 对象体积（% 或立方厘米）。

X 轴 该体积接受的剂量（相对 [%] 或绝对 [戈瑞或厘戈瑞]）。

保护等级值

当前 OAR 的保护等级值设置显示在剂量关系下的图形中。

如何更改体积或剂量范围

如果您希望升高显示的体积或剂量范围，单击并沿着 y 轴和 x 轴末端的箭头拖动，直到图形达到
所需的范围。使用鼠标双击坐标轴可使其自动适应 佳拟合。

定义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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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定义限制和目标

限制

这些限制条件用于限制非标靶体积结构接受的剂量。这些通常由医生定义。

优先限制

对于 PTV 对象，设置为优先限制可为该限制指定较高的优先级，在相反计划中则适用于所有对
象。

IMRT 中优先 OAR 对象的权重按 10（OAR 低）、100（OAR 中）或 1,000（OAR 高）的系数升高。

计算出的处方重新归一化应使获得的 DVH 始终正确地对应优先限制。

目标

您可以定义目标以及限制。目标用于 IMRT 治疗计划。通过这些目标，您可以设置优先标靶以获得
佳计划，同时保持在限制条件设置的限值内。

可用限制

根据所选的处方和治疗类型，以及定义的对象类型，限制的使用会存在以下变化：

处方/治疗 PTV/Boost OAR Other

剂量体积处方

3 个默认限制

用户可定义的值

用于机器跳数计算
限制数量可由用户定
义

用户可定义的值

仅显示

无限制

点处方

2 个默认限制

用户可定义的值

仅显示

相反计划
限制数量取决于所选的对象类型

在剂量优化中考虑为所有对象定义的所有限制

如何修改 DVH 中现有的限制

步骤

1. 从 Objects 列表中选择相关对象。

2. 取消激活 Change Only Objectives 复选框。

3.
使用鼠标选择 DVH 中的限制点。（请参见 图 86）。

该点高亮显示出来，您可以将其拖到不同的位置。

4. 要删除限制点或将其设置为优先限制，使用鼠标右键单击该点打开上下文菜单。

如何在 DVH 中添加目标

步骤

1. 从 Objects 列表中选择相关对象。

2. 激活 Change Only Objectives 复选框。

3.

使用鼠标选择 DVH 中的限制点。（请参见 图 86）。

该点高亮显示出来，您可以将新点从这里拖到不同的位置。

PTV 的下限和上限可以定义为 IMRT 治疗中应考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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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要删除目标或将其设置为优先目标，使用鼠标右键单击该目标打开上下文菜单。

DVH 中的限制和目标

图形

限制（由医生定义）

归一化点

（优化的）目标

限制和目标

优先（通过额外的边框指示）

如何在编辑对话框中修改限制和目标

步骤

1. 从 Objects 列表中选择相关对象。

2. 单击 Numeric。

3.
为每个点手动定义体积（单位为 %）和剂量（单位为戈瑞）值。该点将在 DVH 上相应地定
位。

定义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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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对于 PTV 和补量对象 ①，可定义 3 个限制（低剂量、所需剂量或 50% 剂量，以及高剂

量）。

对于 OAR 对象 ②，可定义多个限制点。但始终必须定义 大剂量。

①

②

5. 如果需要，您也可以将限制设置为 Prioritize 或 Objective。

6. 单击 OK 确认设置。

如何添加新限制

只能为 OAR 创建新限制。方法：

步骤

1. 从 Objects 列表中选择所需的 OAR 对象（请参见第 156 页）。

2.
将鼠标置于 DVH 体积轴上的 高点（表示为与线条相交的点）并拖动鼠标，直到图中出现
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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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限制保存为模板

步骤

1.

要将当前限制设置保存为模板以便随后使用，单击 Constraint Templates 列表旁边的
Save As... 打开 Save 对话框。

2. 在 Enter new name 区域中为限制模板输入适当的名称。

3. 单击 Save 保存新限制模板。

如何使用限制模板

可以选择按第 166 页中所述的方法另存的限制模板并应用于当前 DVH。

图 87 

步骤

1. 在 Constraint Templates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应用于当前 DVH 的模板。

2. 随后可按第 163 页中所述的方法编辑所选的值。

3. 如果不再需要模板，选中该模板，然后单击 Delete 将其删除。

有关限制模板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79 页。

定义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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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 修改现有的处方

一般信息

创建治疗计划后（请参见第 151 页），您可以随时编辑处方信息。

如何修改处方

在主屏幕功能区的 Prescription 选项卡中单击 Prescription。Prescription 对话框随即显示出
来。

在 Prescription 对话框中进行修改并单击功能区中的 Refresh MU 后，强烈建议审核计算得出的
剂量分布和剂量体积直方图。

Prescription 对话框

图 88 

哪些内容可修改？

此对话框中包含的选项与 初用于定义必需处方参数的 Create Plan 对话框相似（请参见第 154
页）。

但是，处方类型将无法再更改（请参见第 155 页）。

此外，还可定义 Assigned groups 下所列的治疗组是否应从剂量计划中排除（请参见第 167
页）。

注 : 在计划创建期间无法对 Assigned groups 进行修改，因为 PTV 与等中心的关系只能在主治
疗计划屏幕中建立（请参见第 170 页）。
 

如何为 MU 计算指定组

您可以确定进行 MU 计算时是否需要考虑 Assigned groups 下所列的治疗组。

步骤

1. 单击 Prescription 对话框中的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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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在此时显示的 Edit 对话框中，您可：

定义剂量计划中是否应包括治疗组和 PTV（如，Tumor）。

如果治疗计划包括多个等中心，定义适当的相对权重因子。

这些信息随后也可在治疗计划中利用功能区提供的 Open Weighting Dialog 图标进行编辑（请参
见第 179 页）：

定义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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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9 归一化点的处方

一般信息

确定归一化点的处方时，务必考虑到计算结果的算法和数字性质。

计算得出的照射野半影（即剂量梯度较高的区域）对于剂量计算算法的差异特别敏感。

半影特征

射束建模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阴影特征由以下原因导致：

• 不同 iPlan RT Dose 版本之间对笔形射束算法的算法和数字改进。

• 不同的剂量计算算法（例如，笔形射束算法或 Monte Carlo 算法）。

• 算法 (Monte Carlo) 的统计性质导致计算出的点剂量存在统计学变化。

特别是在确定 PTV 剂量下限时，您应意识到有些情况下数字建模中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对处方机器
跳数产生显著影响。

图 89 

图 89 显示使用不同的算法计算得出的两种剂量数据资料。它显示不同算法的不同射束半影对 PTV
体积的影响。

例如：将剂量 x 的处方设置为 PTV 体积的 100%

如 图 89 所示，射束半影与 PTV 的区域重叠。结果，当使用不同的算法（例如，笔形射束或
Monte Carlo）时，射束半影的任何差异都会影响 PTV 上的剂量分布。

因此，PTV 低剂量区域（即射野半影区域）的所有偏差都完全会影响处方机器跳数，因为机器跳数
所采用的比例可使剂量 低的点在重定比例后接受处方剂量 x。

特别是对于 Monte Carlo 算法，建议不要对 100% PTV 体积的剂量进行归一化。由于该算法的统
计性质，PTV 体积中的剂量分布也会体现出此类统计噪声。由于存在统计噪声，将剂量 x 的处方
设置为 100% 体积可有效地将点处方设置为剂量稍低的剂量点。这样的处方可导致机器跳数明显变
化。

将处方设置为 PTV 体积 100% 的方案是一种极端示例。但是在 PTV 的分次处方中，这种情况可能
与小 PTV 相似。在这种情况下，您还应考虑下面举例的情况是否有意义：当 PTV 的体积太小而导
致射束半影很小的偏差就会显著地影响 90% PTV 体积的剂量时，处方为 90% PTV 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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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添加治疗组

7.4.1 概述

一般信息

一旦完成处方参数的定义（请参见第 154 页），即可随时定义治疗参数。

什么是治疗组？

治疗组定义一个 PTV 的独立治疗，包括：

• 要使用的机器

• 等中心

• 模态：

- IMRT

- 适形射束

- 适形弧

- 圆弧

- HybridArc

• 准直仪信息

• 射束数量、分布和角度（适用时）

如何添加治疗组

步骤

1.

在功能区中选择 RTPlan 对象。

2. 在功能区的 Functions 选项卡中，单击 Add Treatment Group 打开 Group 对话框。

添加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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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对话框

图 90 

如何定义治疗组

步骤

1.
在 Group name 字段中输入治疗组的名称。

注 : 每个组名称都使用默认前 “Group”。
 

2. 使用 Select PTV 下拉列表选择应将治疗组指定到的 PTV。

3.

在 Isocenter coordinate 区域中，可以选择：

• Use existing coordinate 以使用现有的 iPlan RT Dose 治疗组坐标、通过 DICOM RT
导入的外部坐标或利用 iPlan Cranial 生成的标记点等来定位新治疗组。

• New coordinate in selected PTV 以将新治疗组定位于所选 PTV 的几何中心。

Use existing coordinate 的下拉列表也可包括通过 DICOM RT 导入的外部坐标。如果选
择外部坐标，则随后不能重新定位。

4.
在 Select profile 区域选择您要使用的机器数据资料。

选中 Hide older profiles 复选框后，仅显示每个数据资料名称的 新数据资料。

5.

在 Irradiation setup 区中，通过以下选项定义治疗设置：

• Create new elements：在此，您可根据所选机器数据资料支持的治疗选项，来选择治疗
类型。根据所选的治疗类型，也可定义附加治疗参数（请参见第 174 页）。

• Use template：在此您可以选择诊所为肿瘤类型（例如 AVM）预先定义的一组基于模板
的治疗元素（请参见第 281 页）。

6. 配置必需的设置后，单击 OK 进行确认。

特定照射设置

如果您已选择 Create new elements，则必须在 Group 对话框的 Irradiation setup 区中定义各
种参数。这些参数根据治疗模态变化，详细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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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72 页

• 第 172 页

• 第 172 页

• 第 173 页

• 第 173 页

只有所选的机器数据资料允许时，才能选择相应的治疗模态。

如何创建适形射束治疗组

步骤

1. 激活 Treatment Type 下的 Conformal beam。

2. 在 Coll. angle 中输入准直仪角度。

3. 您可以在 Margin 字段中定义 PTV 边距以计算 PTV 形状。

4. 您可以在 Distribution 字段中定义适合 Cranial 或 Extracranial 治疗的射束分布。

5.

定义：

• Elements：治疗元素（射束）数量。

• Gantry spread
• Table spread
• Off center：定义射束可从中央分布位置旋转多远。

如何创建 IMRT 治疗组

步骤

1. 激活 Treatment Type 下的 IMRT beam。

2. 在 Coll. angle 中输入准直仪角度。

3. 您可以在 Margin 字段中定义 PTV 边距以计算 PTV 形状。

4. 您可以在 Distribution 字段中定义适合 Cranial 或 Extracranial 治疗的射束分布。

5.

定义：

• Elements：治疗元素（射束）数量。

• Gantry spread
• Table spread
• Off center：定义射束可从中央分布位置旋转多远。

注 : 您可以在 RTPlan Properties 对话框中配置 IMRT 剂量计算参数。请参见第 194 页
 

创建 IMRT 治疗组后，您可以按照第 175 页所述的方法进行优化。

如何创建适形弧组（静态或动态）

步骤

1. 激活 Treatment Type 下的 Conformal Arc (Static) 或 Conformal Arc (Dynamic)。

2. 在 Coll. angle 中输入准直仪角度。

3. 您可以在 Margin 字段中定义 PTV 边距以计算 PTV 形状。

4. 您可以在 Distribution 字段中定义适合 Cranial 或 Extracranial 治疗的射束分布。

5.

定义：

• Elements：治疗元素（弧）数量

• Table spread
• Arc length

添加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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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适形弧治疗的剂量计算采用 10 度的步幅，因此计算出的剂量可能不准确。强烈建议对每个适
形弧治疗计划执行体模验证。

如何创建圆弧组

步骤

1. 激活 Treatment Type 下的 Circular Arc。

2.

在 Diameter 中输入准直仪直径。

如果激活 Automatic，新治疗组中每个圆锥准直器的直径 初都根据平均 PTV 形状进行调
整。

3. 您可以在 Margin 字段中定义 PTV 边距以计算 PTV 形状。

4.

您可以为圆弧设置 Overlap：

• 在 100% 水平，所得的平均 PTV 形状是为所有机架控制点计算出的所有 PTV 形状的交
集。

• 在 0% 水平，所得的平均 PTV 形状是为所有机架控制点计算出的所有 PTV 形状的并
集。

创建弧后，无法再修改重叠和 PTV 边距。通过选择相应的组，可在 Plan Content 选项卡
中查看指定的值。

5. 您可以在 Distribution 字段中定义适合 Cranial 或 Extracranial 治疗的射束分布。

6.

定义：

• Elements：治疗元素（弧）数量

• Table spread
• Arc length

注 : 您可以在 RTPlan Properties 对话框中配置圆弧射束间距。请参见第 194 页
 

如何创建 HybridArc 组

步骤

1. 激活 Treatment Type 下的 HybridArc。

2. 在 Coll. angle 中输入准直仪角度。

3. 您可以在 Margin 字段中定义 PTV 边距以计算 PTV 形状。

4. 在 Beams 中输入每个弧包含的射束数量。

5. 您可以在 Distribution 字段中定义适合 Cranial 或 Extracranial 治疗的射束分布。

6.

定义：

• Elements：治疗元素（弧）数量

• Table spread
• Arc length

注 : 您还可以单击功能区中的 Add HybridArc 按钮添加 HybridArc。此按钮仅简化工作流程，其
行为仍然保持不变。
 

注 : 在 3D 显示中，可通过后视图验证 IMRT 射束的位置。例如，治疗床角度为 0°的
HybridArc 强调利用 3D“视图选项”Caudal 呈现 IMRT 元素。
 

创建 HybridArc 治疗组后：

步骤

1. 根据 IMRT 权重调整弧（请参见第 180 页）。

2. 执行 HybridArc 优化，或在 IMRT 优化后执行孔径优化（请参见第 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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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个弧（位于一个等中心）需要治疗多个等中心，则旋转设置错误将会影响“卫星”等中心。
治疗前务必纠正设置错误，特别是在使用单个等中心治疗多个病变时的旋转错误。

在计划流程的不同阶段，可能会混淆机架旋转方向。例如，由于翻转的机架旋转或打印输出未明确
指出所选的旋转方向，因而造成镜像 MLC 形状。在治疗之前，验证正确的机架旋转方向已导入记
录和验证系统并显示在直线加速器控制台上。

治疗模板

如果选择了 Use template，您还可选择在专用的对话框中管理可用模板（请参见第 275 页）。

安全注意事项

根据标靶体积和危及器官的几何组成，复杂剂量分布的实现可能会受到限制。您必须认真地审核
终计划。

根据基本物理原理，PTV 和补量对象的复杂剂量分布和竞争处方的可行性受到限制。

添加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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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优化 IMRT 或 HybridArc 治疗组

一般信息

创建后，您可以优化 IMRT 组或 HybridArc 治疗组（另请参见第 287 页）。

在为 IMRT 优化 HybridArc 孔径之前，您还可以单独对其进行优化（请参见第 308 页）。

如何优化 IMRT 治疗组

您可以优化 IMRT 组：

• 按照 Dose Optimization 步骤（请参见第 287 页）

• 利用 Treatment Planning 步骤中的下述功能：

步骤

1. 在功能区的列表中选择 IMRT 治疗组。

2.

通过单击鼠标右键显示上下文菜单，预先选择相反计划类型。从 Select Inverse
Planning Type 中选择定义 OAR 权重的可用选择之一（请参见第 296 页）。

3. 单击 Optimize IMRT。

注 : 利用先前 Dose Optimization 步骤中的参数集优化 IMRT 治疗组。如果先前未执行此步骤，
则必须现在执行以优化 IMRT，或在 Select Inverse Planning Type 下选择适当的选项。
 

如何优化 HybridArc

您可以优化 HybridArc 组的孔径（请参见第 308 页）和 IMRT：

• 按照 Dose Optimization 步骤（请参见第 287 页）

• 利用 Treatment Planning 步骤中的下述功能：

步骤

1. 在功能区的列表中选择 HybridArc 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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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通过单击鼠标右键显示上下文菜单，预先选择相反计划类型。从 Select Inverse
Planning Type 中选择定义 IMRT 和孔径优化的 OAR 权重的可用选择之一（请参见第
296 页）。

3.

单击任何一项：

- Opt.Aperture 以单独优化孔径

- Opt.HybridArc 以优化孔径和 IMRT

如果您选择仅优化孔径，则可以稍后单击 Optimize IMRT 以优化 IMRT。务必在 IMRT
之前优化孔径。

注 : 如果未定义 IMRT 参数，则使用默认参数优化 HybridArc。
 

如何删除优化

删除优化：

删除自

完整计划 选择计划并单击 Reset Inverse Optimization

IMRT 治疗组 选择治疗组并单击 Reset IMRT

HybridArc 治疗组

选择治疗组并单击：

• Reset All 以删除 IMRT 和孔径优化。如果调整治疗计划的基本参数
（例如，对象、角度、等中心位置），则使用此选项。

• Reset IMRT 以删除 IMRT 优化。此功能对于微调计划非常有用（可
调整 IMRT 射束的数量以及弧与 IMRT 之间的权重）。

• Reset Aperture 以删除孔径优化（仅可用于不优化 IMRT 的情
况）。

注 : 通过使用上下文菜单，可避免在按这些按钮后出现的对话框。
 

如何选择要优化的组

您可以单独优化 IMRT 或 HybridArc 组，以便分别评估其对治疗的影响。您可以锁定不同治疗组
的优化结果，并执行治疗组连续优化。选择要优化的组：

添加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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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选择治疗组。

2.

右键单击鼠标以显示上下文菜单。

3. 单击 Selected for IMRT Optimization。执行优化时，仅优化所选的组。

优化选择图标

图标 说明

已选择此治疗组进行优化。

此治疗组已经优化。

此组尚未选择进行优化。

注 : 如果未选择治疗组进行优化，则在 Dose Optimization 步骤中同时优化所有
IMRT 治疗组。
 

使用 Refresh MU

• 对于 HybridArc 元素，Refresh MU 可在优化孔径之后恢复弧-IMRT 射束权重。

• 对于 IMRT 和 HybridArc 元素，Refresh MU 可在 IMRT 优化之后执行处方中的 PTV 剂量归一
化。

• 在 IMRT 优化之后通常应当避免执行 Refresh MU，因为该操作不会考虑到 OAR 目标。这样，
Refresh MU 可能导致违反 OAR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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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编辑治疗组

一般信息

创建治疗组后（请参见第 170 页），可使用功能区中提供的选项进行修改。

如何编辑治疗组

要编辑治疗组，在功能区的列表中将其选中。下面的区域中随即显示编辑按钮。

图 91 

如何移动等中心

为了将所选治疗组的等中心坐标移动到其他位置，请按照下面的步骤继续：

步骤

1. 单击 Position。

2.

在切层视图中，将鼠标（显示为白色十字）放在等中心上（显示为绿色十字）。

3. 现在，可使用鼠标将等中心拖放到所需的位置。

4.

定位圆弧治疗组的等中心坐标时，重建中将会显示一个绿色圆圈。

5. 该圆圈代表估算的 50% 等剂量线。

6. 射束方向观视图中显示相应的 Superimp. field for isoc. 直径（请参见第 246 页）。

7.
终剂量分布可能未准确对应球体，因此仅应使用近似的射野延伸区域作为引导进行辅助

空间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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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找组的中心

要使治疗组居中显示在影像中，单击 Find。

如何查看组属性

单击 Properties 可查看所选治疗组的属性。

如何删除组

要从治疗计划中删除治疗组，单击 Delete。

如何调整坐标

图 92 

您可以调整治疗组的位置坐标。

如何调整组的权重

图 93 

选项

单击 Open Weighting Dialog 图标打开的对话框中包含治疗组之间的相对权重信息。

详情请参见第 167 页。

如何添加其他元素

单击 Add 向所选治疗组添加其他治疗元素（射束或弧）。

添加或删除弧或射束将会改变治疗计划，造成治疗计划不再符合处方。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根据
处方利用 Update MU 按钮更新剂量分布。

定义静态弧的重叠

对于静态适形弧，可为每个射野单独定义允许的重叠，这样将会相应地影响平均 MLC 射野的形
状。

图 94 

计划静态弧时，软件首先创建动态弧，MLC 以 10 度的间隔适应 PTV。根据重叠值，软件随后为静
态弧创建单个 MLC 射野。

例如：您要创建范围为 40 度的弧。计划动态弧时，这相当于 5 个 MLC 射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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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静态弧，您可以选择定义 0% 之类的重叠值。这表示没有 MLC 射野可与任何其他 MLC 射野
重叠，因此所得的平均 PTV 形状是为所有机架控制点计算出的所有 PTV 形状的并集。

• 您也可以定义其他重叠值，例如 25%。这表示射野必须重叠至少 25%。

• 在 100% 水平，所得的平均 PTV 形状是为所有机架控制点计算出的所有 PTV 形状的交集。

如何调整圆弧直径

对于圆弧元素，默认锥形直径 初按照第 173 页所述的方法定义。然后，功能区中提供各种直径调
整选项。

图 95 

选项

直径可在提供的字段中直接输入。如果所用机器数据资料中未定义您输入的直径值（请参见第
171），则选择 接近的直径。

直径也可通过从左（ 小直径）向右（ 大直径）拖动直径滑块的方式进行调整。

单击此图标确定为此治疗组指定的所有圆弧的 佳锥形直径，然后为所有弧选择这些 佳直径中
小的值：

如果右键单击治疗组，则弹出的上下文菜单中将提供其他直径选项。

图 96 

选项

Optimize diameters individually 为每个圆弧定义单独优化的直径。

单击下面的图标时，Optimize to common diameter 将会按照相同的方式定义公共弧直径：

弧-射束关系权重

对于 HybridArc 元素，默认弧-IMRT 射束关系 初在治疗模板中定义（请参见第 275 页）。您可
以使用功能区中的滑块调整弧-IMRT 射束关系。

图 97 

添加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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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治疗组中的每个 HybridArc，弧-射束关系可单独定义 HybridArc 的 IMRT 射束与其弧的相对
权重。

孔径优化之前和之后需要考虑此权重，它的值取决于处方剂量。因此，按 Refresh MU 将会根据调
整后的权重修改所需剂量的可用弧剂量分布。在优化 HybridArc 的 IMRT 射束时，优化整个目标
功能时将添加剩余剂量，而不仅仅是处方剂量。因此， 终的弧-射束权重与指定的值可能会稍有
不同。

注 : 如果 HybridArc 不使用任何 IMRT 射束，则使用 100% 的内部弧-IMRT 射束关系，与滑块中
的任何调整值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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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修改治疗组属性

如何编辑治疗组属性

要编辑治疗组的基本属性，在 Functions 区中选择该组并单击 Properties。

注 : 创建治疗组时，自动为该组创建新的等中心坐标。随后在您为该组指定不同的等中心坐标
时，如果先前的等中心坐标未指定给不同的治疗组，则先前坐标将被删除。
 

属性选项卡

图 98 

要素 功能

Name 治疗组名称。

Coordinate 指定的等中心坐标的名称。

Assigned targets 与所选治疗组关联的 PTV（请参见第 167 页）。

Machine 治疗中使用的机器（直线加速器）数据资料（请参见第 183 页）。

Dose Rate 剂量率（对于叶片定序特别重要）。

Leaf adaption
MLC 治疗中使用的叶片适应类型，用于调整叶片以适应 PTV 形状（请参见软
件用户指南 Physics Administration 4.5）。

Conversion

根据所选的治疗组类型，可按照下面的方式转换为不同的治疗类型：

• 适形射束 -> IMRT 射束

• IMRT 射束 > 适形射束

• 静态弧 -> 动态弧

• 动态弧 -> 静态弧

圆弧或 HybridArc 治疗没有转换选项。

添加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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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对话框

要使用与治疗设置期间所做的配置不同的机器数据资料（请参见第 170 页），在相关治疗组的
Properties 选项卡中单击 Change ...（请参见第 182 页）。Machine 对话框随即显示出来：

① ② ③

图 99 

编号 要素

① 可用直线加速器

② 可用 MLC

③ 所选直线加速器的可用能量设置

选中 Hide older profiles 复选框后，仅显示每个数据资料名称的 新数据资料。

铅门选项卡

通过 Jaws 选项卡，您可以定义使用 MLC 时直线加速器的主要夹片的位置。可用设置取决于所选
的机器数据资料（请参见第 182 页）。有关使用锥形准直仪时铅门位置的信息，请参见软件用户指
南 Physics Administration 4.5。

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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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功能

Jaw Setting for
elements within

group

• Automatic：铅门根据每个治疗元素分别执行自动移动和优化。

• Manual：您可手动定义铅门位置，而不考虑射野大小和形状。如果在计划
过程中需要，也可手动调整这些铅门位置（请参见第 248 页）。

注 : 如果组中的所有元素均被删除，这些设置将会丢失。向空组添加新元素
将使用默认参数。
 

Jaw Setting for
group

显示这些只读值（只能使用 Physics Administration 进行更改）：

• Symmetric：对称地移动 X 和 Y 铅门对

• Independent：同一对中的铅门可相互独立地移动

Same jaw value for all elements：激活时，对组中的所有治疗元素应用相
同的铅门值。

注 : 即使组中的所有元素均被删除，这些设置也仍然存在。
 

安全注意事项

建议将主要夹片模式设置为 Automatic，并留下适当的边距以便精确地摆位铅门。在系统调试期
间，Brainlab 建议验证 大主要铅门射野和 MLC 阻挡的 大区域之间没有辐射泄漏。

如果在适形弧治疗中选择了选项 Manual，您必须确保所有弧射野都在铅门开口确定的边界内。如
果射野超出此边界，将会显示警告消息，指出开口不够大。

对于圆锥准直器，铅门必须屏蔽锥形材料之外的放射。治疗期间所用的铅门位置必须与射束测量期
间所用的铅门位置完全相同。

直接在直线加速器控制台上验证每个独立治疗射野的铅门位置和铅门确定的射野大小。

系统不适合用于治疗主要夹片阻挡 MLC 孔径的计划。

DRR 选项卡

在此处可定义 DRR 生成期间需要包含的信息（请参阅第 335 页）。除了定义射束设置、所选成像
设备、机架和治疗床角度之外，还可使用 Imprint Overlays for DICOM 为 DICOM 导出操作激活
DRR 覆盖（请参见第 3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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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编辑治疗元素

一般信息

每个治疗元素（射束或弧）都可以利用功能区中提供的选项进行修改。

图 101 

如何定位治疗元素

利用 3D 视图可调整治疗元素的位置（请参见第 234 页）。

Properties

单击 Properties 可查看所选治疗元素的属性（请参见第 189 页）。

Delete

要从治疗计划中删除治疗元素，单击 Delete。

角度和边距

图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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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您可以使用提供的微调框来调整治疗组中所有治疗射束或弧的角度定义（Table、Gantry、
Coll.）。对于弧治疗，您可以定义机架的开始和停止角度。

您可以使用微调框来调整治疗组中 PTV 周围的 Margin。

您可以单击此按钮来优化 MLC 治疗元素的准直仪旋转。

边距应当足够大，以充分考虑到定位不确定性和 MLC 半影。

单击每个微调框旁边提供的按钮（角度和边距）打开一个对话框，在此您可以单独修改
治疗组中所有元素的值。

您可以使用提供的微调框来调整角度或边距定义。

机架旋转方向

选项

要在顺时针 (CW) 和逆时针 (CCW) 之间切换弧治疗元素的机架旋转方向，请单击此按
钮。

注 : 反转旋转方向时，Gantry Start 和 Gantry Stop 角度也将旋转。
 

注 : 如果 CW/CCW 按钮标有感叹号，则表示该弧由多个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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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流程中的不同阶段，机架旋转方向可能会发生混淆，例如在由于机架旋转发生翻转或打印输
出未明确指出所选旋转方向而产生镜像 MLC 形状时。在治疗之前，验证正确的机架旋转方向已导
入记录和验证系统并显示在直线加速器控制台上。

锥形直径

对于圆弧元素，默认锥形直径 初按照第 174 页所述的方法定义。然后，功能区中提供各种直径调
整选项。

图 103 

• 直径可在提供的字段中直接输入。如果所用机器数据资料中未定义您输入的直径值（请参见第
171），则选择 接近的直径。

• 直径也可通过从左（ 小直径）向右（ 大直径）拖动直径滑块的方式进行调整。

单击此图标根据 PTV 形状优化弧元素的直径。如果右键单击治疗元素，则可通
过上下文菜单中的 Optimize diameter 执行与此图标相同的功能。

治疗元素权重

图 104 

单击功能区中的 Open Weighting Dialog 图标将打开一个对话框，其中包含治
疗元素之间的相对权重信息。

权重因子调整

可以修改每个治疗元素的相对权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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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HybridArc 治疗中的射束

对于 HybridArc 元素，可利用 Beam No. 按钮调整 IMRT 射束的数量。如果未优化 IMRT 射束，
此按钮将为活动状态。

MU 值

优化处方时为治疗元素计算出的 MU 值（例如使用 Refresh MU 按钮）显示在这里。

添加或删除弧或射束将会改变治疗计划，造成治疗计划不再符合处方。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单击
Refresh MU。

单击 Refresh MU 不能保证相关的参数会修改。您必须手动审核获得的治疗计划信息。

添加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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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治疗元素属性

图 106 

选项卡 功能

Properties 您可以编辑为治疗元素指定的名称。

Jaws

您可以编辑 MLC 治疗中的直线加速器铅门的定位信息：

• Automatic：铅门根据每个治疗元素分别执行自动移动和优化。

• Manual：您可手动定义铅门位置，而不考虑射野大小和形状。如果在计划过程
中需要，也可手动调整这些铅门位置（请参见第 2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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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 优化治疗元素和准直仪

一般信息

通过 iPlan RT Dose，可以自动排列和优化治疗元素和准直仪，以便更加高效地执行治疗。

优化射束元素

图 107 

要素 功能

Optimize Element
Delivery

排列射束的顺序，以便实现 高效的直线加速器/治疗床移动。

Distribute Elements
Equally

分配元素以获得 高的直线加速器/治疗床效率。

Weight Elements
Proportionally（仅

适形射束）
将元素权重设置为使所有射束获得均 的权重。

Optimize All Col‐
limator Angles

调整每个射束的准直仪角度使其 适合 PTV 形状。对单个射束执行此操
作：

• 选择射束并单击右键以显示上下文菜单。

• 选择 Optimize Collimator Angle。

添加治疗组

190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优化弧元素

图 108 

要素 功能/用途

Optimize Element
Delivery

• Full Optimization：优化机架旋转和元素排序

• Gantry Rotation：优化机架旋转 (CW/CCW) 以获得 高的效率

• Element Sorting：排列弧的顺序，以便实现 高效的直线加速器/治疗
床移动

Weight Elements
Proportionally（除
HybridArc 之外）

将元素权重设置为使所有射束获得均 的权重。

Optimize All Col‐
limator Angles

调整每个射束的准直仪角度使其 适合 PTV 形状。对单个射束执行此操
作：

• 选择射束并单击右键以显示上下文菜单。

• 选择 Optimists Collimator Angle。

Optimize Diameters
Individually（仅圆

弧）
根据 PTV 形状优化单个弧元素的直径。请参见第 187 页。

Optimize to Common
Diameter（仅圆弧）

根据 PTV 形状优化所有弧元素的直径。请参见第 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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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 锁定治疗组和元素

一般信息

右键单击治疗组或单个治疗元素（射束或弧）时，上下文菜单中将会提供锁定和冻结功能。

您对正确计划和定位的治疗组和元素感到满意之后，即可使用锁定和冻结功能以防止再进行修改。

如果已完成 IMRT 优化（请参见第 287 页），将无法使用锁定和冻结功能。在此类情况下，可通
过功能区中的 Remove IMRT Optimization 按钮将计划解锁以进一步修改。

对于 IMRT 治疗组和元素，完全无法使用锁定和冻结功能。

如果您希望重新定位治疗组以便于审核对剂量体积直方图的影响，锁定和冻结功能将非常有用。在
体模 QA 期间，您也可能希望更改射束角度而不修改照射野。如果您检测到可能发生机架碰撞，则
可能希望调整机架设置，同时继续使用当前定义的照射野。

如何锁定治疗组

单击 Lock all elements 锁定所选治疗组中的所有治疗元素。它们在列表中显示为带有锁定符
号。

图 109 

如何解锁治疗组

单击 Unlock all elements 清除锁定，以便于修改所选治疗组中的治疗元素。

图 110 

如何锁定单个治疗元素

单击 Lock 锁定所选的治疗元素并在列表中指定锁定符号。

要清除锁定以便于再次修改治疗元素，选择随后显示的 Unlock 菜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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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如何冻结单个治疗元素

单击 Freeze Shape(s) 冻结所选治疗元素的照射野。在这种情况下，列表中将显示半锁符号。

图 112 

激活 Freeze Shape(s) 后，如果对以下各项进行更改，将不会调整主要夹片和准直器射野大小及
形状：

• 射束/弧角度

• 治疗组位置

• PTV 边距

• 对象角色或轮廓

例如，对于 MLC 治疗，这可以防止叶片意外移动。

如何清除单个治疗元素冻结

重新激活相关照射野的自动调整：

• 选择 Unfreeze Shape(s) 菜单项。

• 按射束方向观中的 reset manual changes to shape 图标（请参见第 251 页）以更新显示。

在下面的情况中，自动调整功能自动重新激活：

• 为当前治疗组选择了新机器数据资料（请参见第 171）。

• 治疗模态进行了转换（请参见第 182 页）。

注 : 在动态弧治疗中，如果弧放大，或者在碰撞示意图中修改了治疗床角度（碰撞图中的更改可
将治疗床角度改动高达 180°），也可自动重新激活自动调整功能。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产生额
外的照射野，导致必须重复叶片适应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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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剂量计算

一般信息

您可以更改 iPlan RT Dose 在计算计划剂量时使用的参数。也可以选择使用 Monte Carlo 或笔形
射束算法来计算剂量。

如何设置剂量计算参数

步骤

1.

在功能区中选择 RTPlan 对象。

2. 在功能区的 Functions 选项卡中单击 Properties 打开 Properties 对话框。

RTPlan 属性对话框

①
②
③

⑤

⑥
⑦

④

图 113 

剂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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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要素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Dose Resolution

定义剂量计算网格时用作基础的剂量分辨率（请参见第 78 页）。它用
于：

• 处方和 3D 剂量体积计算。

• 作为 DVH 和 IMRT 计算的默认值。

• 保存剂量矩阵（请参见第 257 页）。

此设置也可在 DVH 对话框中调整（第 207 页）。

② Finer for Small
Objects

为了确保即使在极小的结构中也能自动调整网格大小以进行准确的剂量
计算，建议使用此选项。

③
Use Small Grid
Size for
Min/Max

通过在极细密的网格上搜索 小和 大剂量点来计算 小/ 大剂量
点。在剂量梯度区域中，建议使用此选项以便准确地计算 小/ 大剂
量点。如果未选中此选项，则使用与 DVH 计算所用的分辨率相同的网
格分辨率。

④ Arc Calculation
Step

使用此下拉列表，您可以根据圆锥准直器算法定义（单位为度）在圆弧
治疗中所用的射束间距。

⑤ Heterogeneity
Correction

如果选中此选项，在剂量计算中将会考虑组织密度的变化，并相应地校
正路径长度。如果未选中此选项，则假定射束通过的组织为水等效物
质。

⑥
Multiple Tar‐
gets：Separate
Normalization
for Each Target

如果治疗计划包含多个 PTV，在归一化时仅考虑专门指定给每个 PTV
的治疗元素，并符合理想剂量。这对于存在竞争性 PTV 的情况特别有
用。但是，剂量显示总是考虑所有治疗元素的影响。如果激活此选项，
相应的信息性消息将在 Plan Status 对话框中提供（请参见第 265
页）。

独立的优化可能会导致对 PTV 接受的剂量估计过低。

⑦

Representation
Point：Exactly
Representing
Normalization
Dose

如果激活此选项，生成的代表点将分配实际处方剂量（请参见第 157
页）。在 DICOM 导出期间也将导出这些值（请参见第 350 页）。

更多设置

更多设置可用于：

• 计划属性。请参见第 152 页。

• Monte Carlo 算法。请参见第 198 页。

如果您未选中 Heterogeneity Correction 复选框，这可能会导致等效深度错误。

检查内存资源

检查系统的可用内存大小：

步骤

1. 在功能区中选择 RTPlan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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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右键单击鼠标以显示上下文菜单，并选择 Memory Information。Memory 对话框提供关于
可用内存的详细信息。只有当 iPlan RT Dose 单独运行时，估计内存值才有效：

剂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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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关于 Monte Carlo 算法和笔形射束算法

一般信息

进行剂量计算时，您可以在 Monte Carlo 算法和笔形射束算法之间切换。

注 : 此选项不可用于圆弧，因为这些治疗的剂量计划基于圆锥准直器剂量算法。
 

算法比较

要素 功能

笔形射束

笔形射束是一种快速可靠的剂量算法。但是，存在下面的限制：

• 不考虑侧面二次电子平衡的损失。这表示射束穿过非均 组织或靠近组织表面
的情况。

• 路径长度校正可确保即使射束在穿过组织时进入非均 部分，仍可在射束方向
精确地计算剂量。

Monte Carlo

Monte Carlo 剂量计算基于统计抽样，对于非均 组织区域（例如肺治疗）特别
有用。

平均统计方差可在 RTPlan Properties 对话框中选择（请参见第 198 页）。

• 所需的精确度越高，平均统计方差越小，则计算时间越长。

因此，您必须在精确度和计算时间之间取得折衷。

您必须验证剂量计算的结果（请参见第 201 页和第 207 页）。

如何切换 Monte Carlo/笔形射束

步骤

单击 Toggle Monte Carlo / Pencil Beam 按钮在 Monte Carlo 算法和笔形射束算法之间切换。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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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Monte Carlo 计算

Monte Carlo 显示

选项

如果激活 Toggle Monte Carlo / Pencil Beam 按钮（黄色），当机器数据资料支持
时，剂量计算将基于 Brainlab Monte Carlo 剂量算法（请参见第 170 页）。

图 114 

系统现在计算要治疗的整个 3D 体积所需的剂量。

根据您的射束设置以及在 Dose Display 对话框中选择的设置（请参见第 205 页），此计算的完
成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功能区中将显示相应的进度条。

图 115 

计算完成后，相应的信息可显示在切层视图中。

在 Dose Display 对话框中为 Monte Carlo 算法定义的空间分辨率和平均方差之类的设置显示在
剂量标度上方。

此外还将显示为 3D 体积计算的当前参数。

如何调整 Monte Carlo 设置

步骤

1. 打开 RTPlan Properties 对话框（请参见第 194 页）。

剂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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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您可以在 RTPlan Properties 选项卡的 Monte Carlo 区域中更改以下设置：

• Spatial Resolution：指定用于 3D 体积计算的空间分辨率（剂量网格大小）。3D 体积
计算的精确度取决于定义的空间分辨率，无法通过提高放大倍数等方式进行改善。软件
不执行自适应剂量计算。

• Mean Variance：限制每个体素的剂量值统计方差，以便于获得准确而流畅的剂量分布。

Dose Result type：

• Dose to medium：此默认设置根据组织吸收的剂量计算实际能量剂量。

• Dose to water：此可选设置根据水吸收的剂量计算能量剂量。

MLC Model：此处提供两种可供选择的 MLC 模型：

• Accuracy optimized：如果选择此选项，则根据所选的机器数据资料（请参见第 170
页）使用实际叶片设计进行 MLC 建模，在此过程中同时考虑到叶片漏射。

• Speed optimized：利用此选项，可在假定叶片不发生漏射的基础上进行“理想”MLC 建
模。这可以缩短所需的计算时间。

关于 Monte Carlo 使用的注释

使用 Monte Carlo 剂量算法时（请参见第 194 页），无论是否在 Dose Display 对话框中激活
Calculate 3D Dose Volume 设置（请参见第 205 页），都始终按照上面的设置计算整个 3D 剂量
体积。

• 结合 Calculate 3D Dose Volume 设置与 Monte Carlo 剂量计算后，可能会由于两个体积的空
间分辨率不同而增加需要进行内插的几率。

• 技术参考指南 Brainlab 物理原理 中提供更多关于 Brainlab Monte Carlo 算法的信息。

Monte Carlo 剂量算法还会考虑周围组织的反向分散。务必确保扫描患者适当的部位（处在 X-Y
方向的外部轮廓中，在 Z 轴方向位于 PTV 上方和下方至少 50 毫米）。

查看骨组织内部对象的剂量分布时，您必须考虑到 Dose to water 设置与 Dose to medium 设置
之间的差异，然后选择适当的设置。

如果为 Monte Carlo 提供的 MLC 模型未包含足够的细节，即使已经选择 Accuracy optimized 模
型，默认情况下也可能使用 Speed optimized 模型。

剂量计算的精确度取决于用户定义的剂量网格分辨率。用于 终治疗计划批准的值必须尽可能小，
且不得大于 5 毫米。对于尺寸小于 30 毫米的小对象，强烈建议使用 3 毫米或更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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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笔形射束计算

笔形射束显示

选项

如果取消激活 Toggle Monte Carlo / Pencil Beam 按钮，剂量计算将基于 Brainlab
笔形射束剂量算法。

图 116 

在这种情况下，默认系统设置仅计算当前显示切层所需的剂量。执行这种计算的速度相对较快。

如何计算 3D 体积的剂量

选择按 3D 体积计算剂量时，针对整个体积计算一次剂量，然后在滚动浏览切层时总是显示该值。

备选方法是按切层计算。其中计算每个切层的剂量，滚动浏览时必须等待更新。

步骤

1.

单击工具栏中的 Dose Display 按钮打开 Dose Display 对话框：

2.
如需计算要治疗的整个 3D 体积的剂量，在 Settings 区域中启用 Calculate 3D Dose
Volume。完成此计算可能需要几秒钟。

剂量计算

在剂量计算期间，功能区中将显示相应的进度条。

图 117 

计算完成后，相应的信息可显示在切层视图中。

在 Dose Display 对话框中为笔形射束算法定义的空间分辨率（请参见第 206 页）以毫米为单位
显示在剂量标度上方。

在适形弧治疗中，笔形射束剂量算法使用 10°的默认射束间距。

剂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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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查看剂量分布

7.6.1 显示剂量分布

一般信息

按照选择的处方计算出剂量后，您可以查看剂量分布。

如何显示剂量分布

步骤

单击 Show Dose 按钮。

注 : 显示（剂量涂抹或等剂量线）基于 Dose Display 对话框中的设置（请参见第 205 页）。
 

2D 等剂量显示

①

图 118 

显示的剂量分布（等剂量线或剂量涂抹）基于您在治疗计划中创建的射束或弧设置。

相应的剂量标度 ① 也显示在切层视图右侧，基于 Dose Display 对话框中的设置（请参见第

205 页）。

选项

双击剂量编号将该等剂量线显示为粗线。

双击剂量显示颜色使该等剂量线不可见。再次双击该编号或颜色使其恢复为可见。

算法显示

所选的剂量算法显示在剂量标度上方：

• 如果您正在执行圆弧治疗（请参见第 170 页），则使用圆锥准直器算法。

• 如果您正在执行适形弧、适形射束或 IMRT 治疗，您可以根据机器数据资料选择笔形射束或
Monte Carlo 剂量算法（请参见第 194 页）。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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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圆弧治疗中，剂量标度上方提供的射束间距信息基于 Dose Display 对话框中的设置（请参见
第 205 页）。

感兴趣区周围的剂量必须利用测量功能进行验证。

剂量显示的精确度

剂量显示的精确度取决于多个参数。如果剂量显示在重建中（例如在 Overview 选项卡中），则该
剂量也可显示在参照集的切层之间。在其他直接显示参照切层的视图中，剂量显示在切层平面上。
这可能会导致即使显示的是相同的影像集区域，重建和切层中的剂量显示也不相同。

如何显示 3D 剂量

图 119 

显示三维对象表面的剂量分布：

步骤

1. 在主屏幕中打开 Overview 选项卡或 Irradiation Plan。

2. 从 3D 对象视图中选择 View Types 按钮，并选择 Objects 或 3D。

查看剂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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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显示默认剂量阈值

如何显示默认阈值

步骤

单击 Threshold 按钮显示在 Dose Display 对话框中定义的默认阈值（例如对于 大 PTV 覆盖
范围）（请参见第 205 页）。

相应的剂量标度也显示在切层视图右侧，基于 Dose Display 对话框中的设置（请参见第 205
页）。

注 : 所选的剂量算法（请参见第 194 页）显示在剂量标度上方。
 

阈值显示

①

图 120 

无论选择哪种颜色方案，所有接受的剂量高于默认阈值的结构都显示为粉红色。

如果您希望临时调整默认阈值，可将鼠标放在剂量标度上，按住鼠标左键并沿标度上下拖动鼠标指
针 ①，直至设置所需的值。

对于接受的剂量低于此值的结构，则根据所选的颜色方案显示为其原来的颜色。

注 : 通过在查看三维显示时更改剂量阈值，可以验证表面剂量并分析剂量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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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切换通量显示

一般信息

对于 IMRT 治疗，完成剂量优化后（请参见第 287 页），Treatment Planning 步骤的射束方向观
视图区域中即显示 Toggle fluence display 按钮（请参见第 245 页）。

如何切换通量显示

步骤

单击 Toggle fluence display 按钮在射束方向观视图和通量图之间切换。

切换视图

① ②

图 121 

编号 要素

① 叶片定序显示

② 通量图

通量图类似于从 Dose Optimization 步骤功能区的 Select Result 下拉列表中选择的优化结果
（请参见第 287 页）。

不同之处在于，在 Treatment Planning 步骤中优化结果传输到叶片排序，以使实际子束分布和剂
量优化显示为可使用多叶片准直器照射。

查看剂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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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 调整剂量显示设置

一般信息

您可以在 Dose Display 对话框中调整各种显示选项。这些包括颜色方案、剂量显示（相对或绝
对）和绝对单位（厘戈瑞或戈瑞）。

对于笔形射束和圆锥准直器剂量算法，还可提供其他剂量计算选项。

相应的剂量信息还可显示在 Object Creation 过程中（请参见第 103 页）。

如何激活剂量分布

步骤

单击工具栏中的 Dose Display 按钮打开 Dose Display 对话框。

Dose Display 对话框

图 122 

Color Tables

在 Color Tables 区域中，为计划视图中的剂量显示选择您的首选颜色方案。

Isodoses 区

要素 功能

Visible
您可以在提供的字段中定义具体的戈瑞阈值，并利用相应的复选框确定这些阈
值是否显示在计划视图中。

Preset 激活此选项应用预设值。

Save current 将当前设置保存为预设值。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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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功能

Priority 所选的阈值可分配较高的显示优先级。这些阈值显示为更粗的等剂量线。

Default
Threshold

您可以利用 Threshold 功能定义随后可在计划期间高亮显示的阈值（例如对于
大 PTV 覆盖范围）（请参见第 203 页）。

Settings 区

要素 功能

Absolute Dose
Unit

您可以选择等剂量信息的显示单位应为 厘戈瑞 还是 戈瑞。

Dose Scale
您可以选择应使用相对（百分比）还是绝对（厘戈瑞 或 戈瑞 值）剂量显
示。

Prescr.Percentage 在这些区域中，您可定义绝对剂量值 (Relation for Display)，使其等于
计划剂量的特定 Prescr.Percentage 值。

这与使用不同处方的多个 PTV 关系特别密切。如果 Dose Scale 设置为
Absolute，则与处方百分比无关。

Relation for
Display

Display Mode

您可以选择剂量显示的其他选项。

• 针对选择应使用等剂量线、剂量涂抹还是二者的组合，软件提供多个选项
按钮（Dose Lines、Dose Wash 和 Dose Lines and Wash）。

• 通过相应的复选框（Thin Dose Lines 和 Show Dose Wash smoothed），
可确定应当如何显示等剂量线和剂量涂抹。

Dose Calculation

您可以提供与显示相关的剂量计算选项：

• Use adaptive grid for 2D (Non-MC only) 允许自动调整等剂量显示中
的 2D 网格大小，这样即使在极小的结构中也可获得精确的等剂量轮廓。
此选项不用于基于 Monte Carlo 算法的计算。

• Calculate 3D Dose Volume 允许一次为计划的整个体积计算 3D 剂量信
息。然后，无需进一步计算即可显示所得的剂量分布和相应的等剂量线
（请参见第 201 页）。只有当修改计划时，才执行重新计算。如果未选中
此选项，软件仅计算当前需要的剂量信息，用于显示当前切层等目的。随
后根据需要重新计算剂量信息，例如在显示下一个扫描切层时。此选项一
旦激活，则在整个治疗计划期间都保持活动状态。对于 Object Creation
和 Dose Optimization 任务，此选项默认激活。

查看剂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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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使用剂量体积直方图 (DVH)

一般信息

治疗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使用特定剂量治疗高百分比的肿瘤体积，同时尽可能确保正常组织接受的剂
量 低。此比率可设定一个优化程度评估的良好标准，可以从剂量体积直方图显示中直接计算得
出，即通过所需剂量能成功覆盖高比例的肿瘤所在垂直位置读出正常组织接受的剂量百分比。

如何打开 DVH

步骤

单击工具栏中的 Open DVH Dialog 按钮打开包含剂量体积直方图的对话框。 

DVH 对话框

它显示预定义的各种对象的体积和剂量之间的比率。

图 123 

如何调整轴范围

步骤

1. 如果将鼠标移到 Y 轴和 X 轴末端的箭头上，所选的轴将变成红色。

2.
然后，您可以单击并拖动该箭头，直到显示所需的范围。如果双击其中一个箭头，相应的
轴将自动显示为合适的范围。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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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网格大小

要素 功能

Grid Size
您可选择 Grid Size 微调框中的值，或直接在相应的区域中输入有效值，以调
整 DVH 中使用的网格大小。

Finer for
Small Objects

激活 Finer for Small Objects 功能时，较大对象的网格大小基于使用微调框
定义的值。对于较小的对象，利用 PTV 或 OAR 内每个维度 少 10 个体素的
标准来计算网格大小。

Recalc 您可以通过此选项在更改网格参数后重新计算 DVH。

剂量显示

图 124 

所选结构接受的 大、 小和平均剂量显示在图形区的右上角。

图 125 

如果将鼠标移到图上，剂量信息下方将会显示其他文本字段。根据所选的结构（请参见第 211
页），此处显示的信息包括鼠标所在位置对应的剂量、接受所显示剂量的参照结构体积，以及适当
的适形指数信息（请参见第 215 页）。

平均剂量

此剂量在由剂量分辨率确定的网格上计算。然后，利用所选对象中每个网格点的剂量总和除以所选
对象中网格点总数以得出平均剂量。

PTV 剂量关系

如果 DVH 中的值与总体计划中的值不同，则显示此值。

导出

通过 Export to Clipboard 按钮，可将一组完整的直方图导出到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剪贴板并将
这些值复制到您选择的电子数据表编辑器中。

• 根据是否显示正常组织图形，数据采用两列或三列式列表的格式。

• 这些列使用制表符分隔，并使用定义的测量单位（请参见第 211）。

安全注意事项

您必须始终验证剂量计算的结果，例如使用计划视图中提供的信息。

使用剂量体积直方图 (D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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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差分和标准 DVH

差分 DVH 显示

通过 Display Options 区中的 Differential DVH 复选框可激活差分直方图，在此您可以查看有
多少体积接受了特定剂量。

图 126 

• 在预定义步幅的网格点处计算剂量值，并将其分成 1% 的剂量范围。

• 软件确定位于特定剂量范围中的点数量，然后相对于所述对象轮廓内网格点数量，在差分剂量体
积直方图上描绘这些数量。

• 对于差分 DVH 显示，不提供适形指数信息。

标准 DVH 显示

如果取消激活 Display Options 区中的 Differential DVH 复选框，则会显示累积直方图，在此
您可以查看有多少体积至少接受了所选剂量。

图 127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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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标准剂量体积直方图显示差分 DVH 中的计数总和。求和从 高剂量值开始，直到可显示图形
中像素的剂量值结束。

• DVH 的解读方法之一是将指定剂量的体积视为由指定剂量的等剂量面所包围的体积。如果等剂量
体积延伸出所述的对象，则只显示该体积位于指定等剂量面内和所选对象内的部分。

• 对于标准 DVH 显示，提供适形指数信息（请参见第 215 页）。

使用剂量体积直方图 (DVH)

210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7.7.2 其他 DVH 选项

测量单位定义

DVH 中用来表示体积和剂量的测量单位可使用下面显示的图标 ① + ② 调整。

图 128 

① ②

图 129 

对象选择

Objects 列表中列出了所有预定义对象，通过它可显示所有对象的总体积剂量比，或单个对象各自
的值。

图 130 

DVH 显示可根据下拉列表中的选择以及在列表字段中选择的对象适当调整。

例如，如果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Target Volumes，DVH 将显示每个定义 PTV 对应的颜色编码图形。

图 131 

如果选择单个 PTV，则在 DVH 左下角显示 100% 归一化体积。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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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此值通过累加所选对象中的网格点计算得出。它可能与 Plan Content 选项卡中提供的更加准确且
基于轮廓的体积不同。

DVH 下的图例中显示的归一化体积取决于计算网格大小。此值可能与针对原始体素对象计算并在
Plan Content 选项卡中标出的体积不同。

Normal Tissue Graph

①

图 133 

如果在 Display Options 区中选择 Normal Tissue Graph 复选框，则接受指示剂量的正常组织的
体积显示为蓝色曲线 ①。

使用剂量体积直方图 (D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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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olate Graph

① ②

图 134 

编号 要素

① 内插显示

② 实际值显示

激活 Interpolate Graph 复选框可对图形显示进行内插。如果取消激活此复选框，则使用实际
值。

Show Constraints

①

②

图 135 

Show Constraints 复选框可用于激活/取消激活定义的限制（例如 ① + ②）。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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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 

如果将鼠标移到图形中的限制上，将会显示出一个附加的文本字段，指示相关结构、限制设置和百
分比剂量。

有关限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63 页。

使用剂量体积直方图 (D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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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DVH 适形指数

一般信息

如果在 DVH 对话框中选择 PTV 结构（请参见第 211 页）并选择标准 DVH 显示（请参见第 209
页），将鼠标移到图形上将会显示一个包含适形指数信息的文本区域。

① ②

图 137 

• 适形指数表示剂量分布的体积与标靶体积大小和形状的匹配程度，同时考虑到正常组织注意事
项。

• 提供 RTOG 适形指数 (CI) ① 和 Ian Paddick 适形指数 (IPCI) ②。

注 : 在计划比较中，仅提供 IPCI 信息（请参见第 223 页）。
 

注 : 如果整个 PTV 都至少接受指示的剂量，则 RTOG 适形指数对应于常见 RTOG 适形。
 

适形指数计算

DVH 中显示的适形指数值的计算方式如下：

CI D( ) 1
VNormal D( )

VPTV D( )
-----------------------------+= IPCI D( )

VPTV
2 D( )

VPTV VTOTAL D( )⋅----------------------------------------------=

VPTV(D) 至少接受剂量 D 的 PTV 体积。

VTOTAL(D) 至少接受剂量 D 的整个组织的体积。

VNORMAL(D) 至少接受剂量 D 的无 PTV 组织的体积。

VPTV PTV 的体积。

• CI 值的范围为：1-∞。理想值为 1。

• IPCI 值的范围为：0-1。理想值为 1。这些值表示为百分比形式。

下列出版物中提供了更多关于适形指数的信息：

• Paddick, A simple scoring ratio to index the conformity of radiosurgical treatment
plans.J Neurosurg.93 Suppl 3:219-22, 2000

多 PTV 的适形指数

如果计划中包含多个 PTV，软件将考虑整个正常组织来计算一个 PTV 的适形指数，即使其他 PTV
周围的正常组织接受定义的剂量也是如此。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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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使用 ExacTrac Vero 动态追踪治疗的治疗计划

7.8.1 概述

一般信息

在治疗计划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射束的偏转以确保危及器官接受的剂量不会明显超过基于 3D 计划
预测的剂量。如果可使用 4D-CT 数据集估计标靶和/或危及器官的运动，则应考虑标靶的移动幅度
可能不同，在不同治疗分次中围绕不同的中间位置波动。与“静态”治疗的计划相比，通常射束应
当远离 OAR。

治疗递送方法与动态追踪的兼容性

目前并非所有治疗递送方法都可与动态追踪结合使用。请参阅临床用户指南 ExacTrac Vero 或联
系 Brainlab 支持专家。

可用性

在 iPlan RT Dose 4.5 中创建计划时，您只能使用设置了 Dynamic tracking 标记的治疗计划。
只要设置了此标记，加速器就不允许在非动态追踪模式下进行治疗。对于未设置动态追踪标记的治
疗计划，无法进入动态追踪模式。

如何在 iPlan RT Dose 中启用动态追踪

步骤

在 Treatment Group 的 Properties 选项卡中的机器详细信息下激活 Enable Dynamic Tracking
复选框。

使用 ExacTrac Vero 动态追踪治疗的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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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范围指示符

如果启用了动态追踪标记，倾斜范围指示符自动显示在 iPlan RT Dose 的 Beam’s Eye View 屏
幕中。它表示为虚线框 ①。倾斜范围指示符的大小由 外侧的 MLC 叶片决定。

①

图 138 

创建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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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特定 MLC 的治疗计划限制

一般信息

根据具体的治疗递送系统，自动适应叶片位置可能未准确地吻合计划形状。如果您的 MLC 存在硬
件限制，例如缺少交错、保护叶片、超程受限或静态叶片缝隙（例如 Siemens 3-D MLC 以及
Elekta MLCi、MLCi2 或 Agility），则叶片可能无法获得理想的形状。

动态弧和 IMRT 射束的叶片序列还必须符合硬件要求，有时可能与预期不一样。这些属于硬件限
制，因此无法克服，尽管自动叶片调整和叶片排序算法可以对无交错 MLC、保护叶片和静态叶片缝
隙进行特殊优化（其中包括旗杆优化）。

MLC 注意事项

使用此类 MLC 进行治疗计划时，请考虑下面的因素：

• 对于 Elekta MLCi、MLCi2 或 Agility 的手动 MLC 和铅门调整，必须遵循特定的硬件要求（例
如保护叶片）。

• Elekta MLCi、MLCi2、Agility 和 Siemens 内置 MLC 要求每个射束或子野中的铅门跟随 MLC。
因此，对这些 MLC 的手动铅门调整可能仅用于调试测试，而不用于临床治疗计划。

• 在特定条件下，在动态弧和 IMRT 序列中可自动创建封闭 MLC 射野。然后，将铅门设置在这些
射野的中央位置。如果这样做在放射期间造成 MLC 硬件和软件问题：

- 对于动态弧治疗，您可以通过更改开始和停止角度或通过拆分弧避免形成封闭 MLC 射野，从
而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 对于动态 IMRT 治疗，您可以选择无叶片速度限制的静态分步调强 IMRT 以避免出现这种情
况。

• 对于使用 Elekta Agility 或 MLCi2 的动态弧和动态 IMRT 治疗，不考虑允许的 大铅门速
度。根据测试，在超过铅门速度的情况下直线加速器控制器可降低剂量率。这可能会导致治疗递
送时间稍微延长。

• 在为 Elekta MLC 和内置 Siemens MLC 计划静态分步调强 IMRT 时，建议不要使用叶片速度限
制选项（可在 Physics Administration / Beam Profile Editor 中配置）。

对于使用 Elekta Agility 或 MLCi2 的动态弧和动态 IMRT 治疗，不考虑允许的 大铅门速度。
在极少见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放射剂量不准确。确保您的常规质量保证测试能够检测到这些不
准确的情况。

对于 小叶片缝隙过大的 MLC（例如，缝隙为 5 毫米的 Elekta MLCi 和 MLCi2），无法计划极小
或极窄的标靶。如果一个叶片对的理想狭窄开口小于 MLC 要求的 小叶片缝隙，自动叶片适应功
能会将其视为已闭合。

如果执行手动 MLC 叶片和铅门调整，您应负责适当设置叶片和铅门以避免意外照射错误的标靶部
位和/或关键结构。

特定 MLC 的治疗计划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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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治疗计划
8.1 定义感兴趣点

一般信息

感兴趣点分为三类：

要素 功能

归一化点

这类点可采用如下方式定义：

• 自动定义，如果在处方定义过程中选择了 Point Prescription to Iso‐
center 选项（请参见第 154 页）

• 手动定义，通过添加单个归一化点实现（请参见第 220 页）

• 自动定义，使用 Auto Generation 功能（请参见第 221 页）

代表点

这些点还指示处方剂量。它们由软件自动创建，用于 初未指定归一化点的
PTV（例如，如果在处方定义过程中选择了 Dose Volume Prescription 选
项）。

对于 IMRT 治疗，如果多个 PTV 将使用同一治疗组进行治疗，仅为每个 PTV
创建一个代表点。

其他感兴趣点

各种感兴趣点，例如 小剂量点或治疗组坐标可采用如下方式定义：

• 手动定义，通过添加单个感兴趣点实现（请参见第 220 页）

• 自动定义，使用 Auto Generation 功能（请参见第 221 页）

查看感兴趣点

这些点罗列在功能区的 Prescription 选项卡中：

图 139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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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手动点

步骤

1. 要手动定义一个点，单击功能区 Prescription 选项卡中的 Add。代表点不能手动创建。

2. 现在，手动点将会自动添加到感兴趣点列表和计划视图中。

3.
现在可以单击相应的图标来编辑此点。

Properties 对话框

图 140 

除了点的名称外，还可以进行多种修改：

要素 功能

Custom position 您可以输入特定位置的坐标。

Retrieve posi‐
tion from

您可以定义以下点：

• Coord. of Group：使用此选项，可根据特定治疗组的位置来设置感兴趣
点。

此外，还可以为特定的分割对象（例如 PTV）或整个计划定义以下各点：

• Focus Point of：此选项根据所选对象的位置来设置感兴趣点。

• Min. dose point、Med. dose point 或 Max. dose point：这些选项将感
兴趣点设置到所选对象的特定剂量点。

Update points
automatically

如果激活此复选框，当修改治疗计划时，所选点的位置将会自动更新。

Update Now 单击此按钮可更新所选点的位置。

Function

• 对于特定的 PTV，一个点可以进一步定义为 Point of Interest 或 Nor‐
malization Point。

• 如果选择了 Normalization Point，在计划过程中将会使用点处方法而非剂
量-体积法（请参见第 155 页）。

定义感兴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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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修改感兴趣点属性

要显示所选感兴趣点的属性，单击相应的图标。

感兴趣点 Properties 对话框中可用的配置选项取决于所选的感兴趣点类型：

感兴趣点 选项

代表点
只能编辑名称。代表点表示处方剂量，由软件针对没有归一化点的 PTV
而自动定义（即剂量-体积处方的情况）。

所有其他点

可以进行各种修改，包括用户定义位置 (Custom position)，或基于特
定点的位置（使用 Retrieve position from）。

此外，还可以为 PTV 进一步定义点的 Function 如下（请参见第 220
页）：

• Point of Interest 或
• Normalization Point
注 : 如果选择了 Normalization Point，在计划过程中将会使用点处
方法而非剂量-体积法（请参见第 155 页）。
 

有关感兴趣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19 页。

如何自动生成点

单击 Prescription 选项卡中的 Auto Generation。Generate 对话框随即显示出来：

图 141 

要素 功能

Select Points of
Interest

从以下复选框中选择要创建的点类型：

• Isocenter Points
• Focus Points
• Min. Dose Points、Med.Dose Points 或 Max. Dose Points

Update position
automatically

如果选择此复选框，当修改治疗计划时，所选点的位置将会自动更新。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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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功能

Generate Normal‐
ization Points

• 在此，可以为使用感兴趣点复选框定义的点类型生成归一化点。

• 如果生成了归一化点，在计划过程中将会使用点处方法而非剂量-体积法
（请参见第 155 页）。

计划视图中的手动点

① ②

图 142 

编号 要素

① 手动点定义：初始点

② 手动点定义：手动点设置为 低剂量点

为特定对象自动创建的感兴趣点（例如 小和 大感兴趣点）的确切位置取决于此对象所用的剂量
计算网格大小。网格大小分别适应每个对象，以便确保在每个方向上的 少网格点数量。这也是为
较小器官自动创建的位置比较大器官更精确的原因。

定义感兴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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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比较不同的计划

一般信息

您可以比较：

• 针对当前计划，使用 Monte Carlo 算法进行的剂量计算和使用笔形射束算法进行的剂量计算

• 两个不同的治疗计划

如何激活计划比较

步骤

1.

单击 Plan Comparison 按钮。

2.

• 要比较两个不同的计划，单击 Load plan。

• 要比较当前计划的两种不同剂量计算，单击 Monte Carlo。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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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比较剂量计算

概述

图 143 

如果您选择比较当前计划的 Monte Carlo 和笔形射束剂量计算（请参见第 223 页），比较屏幕可
划分为上面的选项卡。

Dual Reconst 选项卡

图 144 

此选项卡包含轴向、冠状和矢状视图，Monte Carlo 剂量计算显示在左侧，笔形射束剂量计算显示
在右侧。

选项卡右侧提供主要工具栏功能（包括用于激活/取消激活左侧视图中 Monte Carlo 计算的
Toggle Monte Carlo / Pencil Beam 按钮）。

Spy Glass 选项卡

图 145 

使用 Spy Glass 可直接比较 Monte Carlo 剂量计算（显示检查框边框外）和笔形射束计算。

剂量标度信息（另请参见第 201 页）显示在视图右下方。此外，可以使用检查框比较 Monte Carlo
和笔形射束的相应值。

Spy Glass 选项卡右侧提供主要工具栏功能（包括用于激活/取消激活左侧视图中 Monte Carlo 计
算的 Toggle Monte Carlo / Pencil Beam 按钮）。

比较不同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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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H 选项卡

图 146 

在此选项卡中，基于 Monte Carlo 算法计算的 DVH 与使用笔形射束算法计算的 DVH 相比较。

• 单击 DVH，您可以在 Monte Carlo 和笔形射束显示间切换。

• 激活的算法显示在 DVH 下方。

• 在 DVH 上，激活的算法显示为实线。未激活的算法显示为虚线。

Plan Content

计划的内容显示在树形结构中，这样无需退出对话框就可以访问此信息。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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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比较两个不同的治疗计划

概述

如果您选择将当前治疗计划与其它治疗计划相比较（请参见第 223 页），则会显示计划选择对话
框。

Plans 对话框

图 147 

在 Plans 对话框中，选择应与当前计划相比较的治疗计划。

注 : 根据所选的计划，现在可能出现各种警告消息，指出两个计划的差异。确保在继续操作前认
真阅读这些消息。
 

比较视图

图 148 

一旦装载了选中的计划，将会显示一个独立的比较对话框，其中包含上述选项卡。

Dual Reconst 选项卡

图 149 

此选项卡包含轴向、冠状和矢状视图，当前计划显示在左侧，第二个计划显示在右侧。

比较不同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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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右侧提供主要工具栏功能（包括用于激活 Monte Carlo 计算的 Toggle Monte Carlo /
Pencil Beam 按钮）。 

Spy Glass 选项卡

图 150 

使用 Spy Glass，可直接将选择比较的计划和当前治疗计划相比较（显示在检查框边框内）。

Spy Glass 选项卡右侧提供主要工具栏功能（包括用于激活 Monte Carlo 计算的 Toggle Monte
Carlo / Pencil Beam 按钮）。

DVH 选项卡

图 151 

在此选项卡中，为当前计划计算的 DVH 会与为第二个计划计算的 DVH 相比较。

• 单击 DVH，您可以在当前计划和另一个计划间切换激活的显示。

• 激活的计划显示在 DVH 右上方。

• 在 DVH 上，激活的计划显示为实线。未激活的计划显示为虚线。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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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Content

图 152 

每个计划的内容显示在树形结构中进行比较。

比较不同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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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计划视图选项

8.3.1 切换视图模式

一般信息

使用 Toggle view mode 按钮，您可选择显示的视图方向和对象。

切换视图选项：碰撞示意图

图 153 

切换视图选项：射束方向观视图

图 154 

可用选项

Toggle view mode 按钮提供有碰撞示意图视图和射束方向观视图。可用选项变化如下：

要素 功能

碰撞示意图

Front view (OARs only)：显示仅包含 OAR 的前-后视图。

Cranial view (OARs only)：显示仅包含 OAR 的头-足视图。

Front view (All structures)：显示包含所有分割对象的前-后视图。

Cranial view (All structures)：显示包含所有分割对象的头-足视图。

Machine View：显示包含直线加速器的房间视图。

射束方向观视图

3D Objects：准直器视图叠加至适用分割对象的 3D 显示上。

DRRs：准直器视图叠加至相应的 DRR 上。

Object Contours：准直器视图叠加至适用分割对象的轮廓显示上。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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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深度视图

一般信息

View Options 按钮显示适用的方位选项（请参见第 451 页）。在剂量计划视图中，通过此按钮可
显示两个附加计划视图：Depth 视图和 Field 视图。

激活深度视图

如果您选择 Depth 视图，重建会显示穿透组织的当前所选射束或弧的路径（中心轴），起点为患
者皮肤，终点为所选治疗组的等中心坐标位置。

视图选项：深度视图

由于射束路径可以起始于任何方向，显示的视图方位并非始终垂直正交于当前切层的视图方位。如
果出现这种情况，视图右上方的视图方位将为 Oblique。

① ②

图 155 

编号 要素

① 深度视图：射束

② 深度视图：弧

一般信息

在每个视图的顶部提供以下信息，显示为黄色：

• 治疗元素名称

• 治疗床角度

• 准直仪角度（仅 MLC 治疗）

• MU 数量

• 机架角度（仅适形射束和 IMRT 射束）

• 所有弧的平均皮肤距离和平均等效距离（仅弧治疗）

视图中也指明是否激活了不均 性校正（请参见第 97 页）。

射束信息显示

测量的距离（射束路径）以黄线显示，起点为皮肤表面的白点，终点为等中心的绿色垂直线。

计划视图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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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线表示射野延伸。

• 黄色实线表示射束的入射路径。

• 黄色虚线表示射束的射出路径。

• 对于弧治疗，整个弧的距离测量会以 10 度的均等分布角显示。对于表示射束路径的每条线，射
束与患者皮肤的交点以白点表示。

特殊距离信息

当前射束或弧的皮肤表面到等中心的绝对距离和等效深度（单位毫米）显示在射束路径旁边。

等效深度值考虑沿中心射束的组织密度变化。因此，此信息可用于确认剂量算法的深度计算或不均
性校正。

如果您未选中 Heterogeneity Correction 复选框，这可能会导致等效深度错误。因此，您必须验
证弧平面/深度投影视图中的等效深度和组织入射，确保正确探测到皮肤表面，CT 扫描集中包含正
确的射束/弧入射点。

在弧平面/深度投影视图中，您必须始终认真验证每个射束或弧的等效深度和组织入射。这对于下
述情况尤其重要：在定义了射束或弧后，如果使用了其他软件应用程序（例如 iPlan RT Image）
修改了治疗计划，则由于重新定位或影像融合，组织模型（请参见第 69 页）可能相对于参照 CT
扫描发生偏移。

弧模拟

对于弧治疗，在射野视图的底部提供有控制面板（请参见第 252 页）。

• 这允许您以 10 度的增量查看每个单独弧的射束路径。

• 当前的机架角度在控制面板上方显示为黄色。

• 在运动序列中，碰撞示意图右下方的治疗床/机架图标也指示机架和治疗床位置。

在射束方向观视图底部提供了相同的控制面板（请参见第 240 页）。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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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射野视图

一般信息

View Options 按钮显示适用的方位选项（请参见第 451 页）。在剂量计划视图中，通过此按钮可
显示两个附加计划视图：Depth 视图和 Field 视图。

激活射野视图

如果您选择 Field 视图，当前切层显示投射到 PTV 上的射束方向观视图。

视图选项：射野视图

由于射束路径可以起始于任何方向，显示的视图方位并非始终垂直正交于当前切层的视图方位。如
果出现这种情况，视图右上方的视图方位将为 Oblique。

① ②
图 156 

编号 要素

① 射野视图：射束

② 射野视图：弧

在每个视图的顶部提供以下信息，显示为黄色：

• 治疗元素名称

• MU 数量

• 机架角度

• 治疗床角度

• 准直仪角度（仅 MLC 治疗）

• 标称锥形直径（圆弧治疗）

视图中也指明是否激活了不均 性校正（请参见第 97 页）。

射野显示

• 定义用于当前射束或弧的照射野以绿色绘制。

• 主要夹片以蓝色绘制。

• 所选治疗组的等中心坐标位置以绿色十字显示。

• 分割的对象显示为轮廓。

计划视图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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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模拟

对于弧治疗，在深度视图的底部提供有控制面板（请参见第 252 页）。

• 这允许您以 10 度的增量查看每个单独弧的射束路径。

• 在射束方向观视图底部提供了相同的控制面板（请参见第 240 页）。

• 当前的机架角度在控制面板上方显示为黄色。

• 在运动序列中，碰撞示意图右下方的治疗床/机架图标也指示机架和治疗床位置。

使用治疗计划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233



8.4 定位治疗元素

8.4.1 射束/弧显示

一般信息

在 Overview 选项卡的左上方和 Irradiation Plan 选项卡的左下方提供了 3D 概览。在这些视图
中，以及在定义视图方位（请参见第 451 页）和通常要显示的信息类型（请参见第 452 页）
时，您也可配置特定的设置来显示射束和弧。

在 3D 视图中，您可以观察在治疗中应当避开的对象是否位于射束或弧路径中。

• 所显示的射束或弧取决于您在 Arc/Beam 菜单中的选择。当前选定的治疗元素显示为绿色。

• 为了选择弧或射束，您可以单击 3D 视图中的弧或射束或从功能区列表中将其选中。

• 要显示元素的角度值，将鼠标置于 3D 视图中的元素上方。

• 所选元素的相应值（例如治疗床和机架角度）也显示在功能区中。

激活射束和弧设置

使用 Arc/Beam display 按钮可打开一个菜单，其中包含射束和弧显示的适用选项。

定义射束和弧设置

图 157 

• All Beams/Arcs：显示为当前治疗计划定义的每个射束或弧。

• Beams/Arcs of Group：显示为当前治疗组定义的每个射束或弧。

• Selected Beam/Arc：在功能区中仅显示当前选中的射束或弧。

• No Beams/Arcs：不显示射束或弧。

在前三个显示中具有 Thin 变化。

定位治疗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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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位射束和弧

功能区中的 Position 功能（请参见第 178 页）可用于摆位治疗组。如下文所述，在 3D 概览中可
以重新定位单个射束和弧。

①

②

③

①

图 158 

步骤

1. 从功能区列表中选择相关的射束或弧。

2. 缩小视图，直至相关的射束或弧元素完全显示。

3.
现在，在所选射束末端可以看到一个圆圈 ①。使用鼠标单击圆圈并将其拖动至所需位置，

以便调节治疗床和机架角度。

4. 在制定弧计划时，所选弧的起点和终点分别标有圆圈 ②。治疗床角度标示为正方形 ③。

5.
使用鼠标单击圆圈和/或正方形并将其拖动至所需位置。在功能区内，相应的治疗床和机架
值会自动更新。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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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切层视图

一般信息

在切层视图中可以查看剂量分布（请参见第 442 页）。

切层视图

图 159 

剂量显示

使用如在第 201 页上所述功能，可以在切层视图中显示剂量分布。

治疗组显示

元素 说明

绿色十字 所选治疗组的等中心坐标。

蓝色十字 切层视图中其他治疗组的等中心坐标。

虚线圆圈
在定位模式中（在功能区中选中 Position），圆弧治疗组的预计半影
区。

定位治疗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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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碰撞示意图

一般信息

Irradiation Plan 和 Arc BEVs 计划选项卡中提供的碰撞示意图显示了投射到球形表面上的分割
对象二维视图。 

仅当治疗计划包含弧治疗组时，才会提供 Arc BEVs 计划选项卡。

碰撞示意图：弧治疗

图 160 

碰撞示意图：射束治疗

①
②

③④

⑤

⑥

图 161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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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要素

① 当前选定治疗组的等中心坐标定位在球体的中心。

② 从治疗组的角度，也显示当前选定治疗组的射束或弧。此外，还会显示射束中心轴穿过计
划对象的确切点。

③ 碰撞示意图右下方的治疗床/机架图标指示当前治疗野中机架和治疗床的当前位置。

④ 碰撞示意图左下方的患者图标指示患者体位。

⑤ 从等中心角度，计划对象投射在球体内表面。属于同一治疗组、坐标与所选治疗组相同的
治疗元素显示为灰色。

⑥ 每个关键器官投射两次，一次用于入射角度（射束或弧先到达器官，再到达等中心），一
次用于射出角度（射束或弧先到达等中心，再到达器官）。

由于结合了两种不同的投射技术，碰撞示意图中显示的 MLC 形状不精确匹配关键结构。在调整射
束或弧后，必须使用 Field 视图验证与关键结构的关系（请参见第 232 页）。

机架和治疗床角度：射束

图 162 

您可以使用鼠标随意调整所选射束元素或射束治疗组的位置。

机架和治疗床角度：弧

②

①

③

图 163 

您也可以使用鼠标调整所选弧元素或弧治疗组的位置。

• 通过移动弧上的红点 ①，您可调整弧的终点（机架停止位置）。

• 通过沿着水平轴移动弧的中心点 ②，可修改治疗床角度。

• 通过移动弧上带有圆圈的绿点 ③，您可调整弧的起点（机架起始位置）。

当您将鼠标移至点上时，将会显示所选点的名称和相应的角度信息。

安全注意事项

碰撞示意图中的弧视图不显示弧射野的大小，而是显示射野中心的大小。因此，不应使用碰撞示意
图来验证关键结构是否位于射束路径中。

定位治疗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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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示意图不会指示直线加速器机架和治疗床的可能碰撞！在治疗前，您应当在治疗室内以适当的
方式验证所选的机架和治疗床角度可以用于执行治疗，而不会导致患者人身伤害，或损坏治疗递送
系统等设备。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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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射束方向观视图

一般信息

在 Irradiation Plan 和 Arc BEVs 计划选项卡中提供的射束方向观视图显示计划用于 PTV 的照
射野。

• 照射野的当前计划形状绘制为绿色。

• 所有分割的对象（包含 PTV）以 3D 显示。

• 当前的等中心位置位于视图中央，以蓝色网格线上的交点表示。

射束方向观视图中包含的确切信息取决于所选的选项卡页面和治疗组类型：

• 第 242 页

• 第 244 页

• 第 245 页

• 第 246 页

射束方向观视图：Irradiation Plan 选项卡

① ②
图 164 

编号 要素

① MLC 射束

② 圆弧

Irradiation Plan 中的射束方向观视图显示单一机架角度的当前照射野。

射束方向观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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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束方向观视图：Arc BEVs 选项卡

① ②
图 165 

编号 要素

① 标准验证 BEV

② 功能 BEV

Arc BEVs 计划选项卡仅供用于弧治疗。

在此选项卡页面中提供了八个射束方向观视图，每幅图中以十度的增量显示弧。因此，射束方向观
视图允许验证 70°弧范围的照射野形状（绘制为绿色）。

主要夹片以蓝色绘制。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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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 适形弧

一般信息

您可以进行静态和动态适形弧治疗。

在这两种情况下，使用多页准直仪将照射野调整至 PTV 的形状，因此实现了对肿瘤的 大照射剂
量，同时确保周围组织得到足够的保护。

静态适形弧

图 166 

使用静态适形弧治疗，照射野将针对一个弧平面 PTV 的形状而优化，即为所有射束角度采用平均
的 PTV 形状。

注 : 对于静态适形弧，可为每个射野单独定义允许的重叠，这样将会相应地影响平均 MLC 射野的
形状（请参见第 178 页）。
 

动态适形弧

图 167 

使用动态适形弧治疗，照射野可调整至实际 PTV 的形状，在机架旋转过程中以 10 度为间隔。

这样可确保 大的 PTV 覆盖范围，同时 大程度地减少对周围组织和所定义危及器官的剂量。

射束方向观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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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技术需要多叶准直仪和直线加速器控制器之间的连接。为此，此技术仅在特定直线加速器配置中
可用，例如 Brainlab Novalis 系统。

使用治疗计划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243



8.5.2 适形射束

一般信息

适形射束治疗中使用多个静态射束，这些射束可通过多叶准直仪调整至 PTV 形状。

适形射束

图 168 

这样，就可以实现对肿瘤的 大照射剂量，同时确保所定义危及器官得到足够的保护。

射束方向观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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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 IMRT 射束

一般信息

对于使用多叶准直仪的标准 IMRT 治疗，其射束方向观视图的外观与适形射束的射束方向观视图相
似。

但是，如果所选的直线加速器不支持足够大的照射范围，IMRT 野可能被拆分成多达五个部分。

IMRT 射束

① ②

图 169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优化前的 IMRT 野 用于修改照射野的按钮（请参见第 247 页）。

② 优化后的 IMRT 野

Toggle Fluence Display 将始终显示（请参见第 204 页）。

视图底部的控制面板可用于根据选择的 IMRT 优化结果模拟叶片排
序（请参见第 253 页）。

如果在 IMRT 优化过程中生成了条野，可以使用控制面板旁边的数
字在条野间切换。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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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圆弧

一般信息

对于圆弧治疗，照射野由一个带有特定的放射锥形直径的绿色圆圈表示。放射锥形直径通过使用
Physics Administration 确定（请参见软件用户指南 Physics Administration 4.5）。

圆弧

图 170 

Superimp. field for isoc. 是放射圆锥直径的 MU 加权平均。当摆位治疗组时，将会使用此值
（请参见第 178 页）。

针对每个治疗野验证在直线加速器上实际安装了既定的正确锥形准直仪。

射束方向观视图

246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8.5.5 调整照射野

重要事项

如果您在计划 MLC 治疗，谨记在 X 和 Y 方向上，实际叶片位置和软件显示的照射野之间可能存
在偏差。这取决于所使用的多叶准直仪的设计（叶片形状，舌槽大小）。为了补偿位移，您可以在
Physics Administration 中定义叶片位移和舌槽大小（请参见软件用户指南 Physics
Administration 4.5）。

如何绘制计划形状

例如，当叶片未充分覆盖 PTV 时，您可以延伸多叶准直仪的照射野。

步骤

1.

单击 show/draw planning shape 按钮。鼠标会显示为一个圆圈。

2.

使用视图右上方的蓝色滑动条调整圆圈的直径。

3.

在视图中使用鼠标描绘区域，其中叶片应当自动定位于该区域周围。

4. 叶片将自动调整，以拟合所绘制的区域。

5.
如果激活了 Show Dose 功能（请参见第 201 页），剂量分布将在绘制计划形状时自动更
新。

6.
不能手动修改圆弧治疗的照射野。在此情况下，show/draw planning shape 按钮仅能用于
显示计划形状。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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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人工对象

在功能区的 Prescription 选项卡中提供了特殊的刷子功能，允许您临时高亮显示特定结构，并在
调整叶片位置时将此标志用作视觉辅助工具。此功能对于校正热点等很有帮助。

步骤

1.

要激活此功能，单击 Draw Obj.。

2. 使用 Brush Size 滑块定义刷子的大小。

3.

在适当的切层视图中，使用鼠标标记相关区域（显示为蓝色圆圈），以创建所需的人工对
象。

4.

在功能区的 Prescription 选项卡中，单击现在显示的 Show Obj. 按钮。

5.

现在人工对象显示在射束方向观视图的相应位置中，其中在手动调整叶片位置时可以将其
用作向导。

如何手动调整叶片和铅门位置

步骤

单击 show/change leaves and jaw positions 手动调整叶片位置。

如果在属性中为当前治疗元素选择了 Manual（请参见第 189 页），可根据照射野手动调整铅门位
置，以便减少漏射。

射束方向观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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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 

每个叶片显示为单独的绿色条带。

步骤

要调整叶片位置，使用鼠标拖动其外部边缘。

当鼠标置于叶片上方时，将会显示相关的叶片到位值、叶片编号以及叶片与准直仪中心轴的距离。

注 : 每个叶片的厚度可能随所选的 MLC 而变化。
 

注 : 对于动态适形弧，叶片位置不能更改，因为必须执行叶片排序以便保持叶片运动限制。
 

图 172 

每个铅门显示为灰色区域。

步骤

要调整铅门位置，使用鼠标拖动其外部边缘。

当鼠标置于铅门边缘时，将会显示相关铅门的名称（Y1、Y2、X1 或 X2）以及铅门与准直仪中心轴
的距离。

安全注意事项

在射束方向观视图中检查铅门设置，确保 PTV 未被任何铅门覆盖，危及器官得到充分屏蔽。

倘若铅门重叠，则通常会导致不满意的 PTV 覆盖。因此，在进入 IMRS 流程前，应当检查铅门设
置。

如何输入叶片值

步骤

单击 enter leaf positions numerically 按钮，在 Adjust 对话框中为每个叶片输入值。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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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3 

在 Adjust 对话框中，每个叶片到位值都有一列。

对于相关叶片到位值中的每个叶片，软件均提供一个包含与准直仪中心轴距离（单位为毫米）的输
入字段。

步骤

1.
您可以在字段中直接输入一个值，或使用鼠标在射野视图中拖动叶片外部边缘，从而修改
叶片值。

2.
您可以使用键盘上的 tab 键，从一个字段移动至下一个字段。快捷键 Ctrl + Tab 将当前
区域中的值复制至下一个区域。组合键 Ctrl + 单击鼠标左键将当前文本区域的值复制至
用鼠标单击的区域。

3.
要显示当前未显示叶片的值，使用提供的箭头按钮滚动浏览。

4. 单击 OK 确认设置。

射束方向观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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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 重置照射野

自动重置

在以下情况下，对叶片位置和照射野的手动调整会自动重置：

• 治疗床、机架（定义弧的起始和停止角度）或静态适形射束或弧的准直仪角度发生变化，

• 动态适形弧的治疗床或准直仪角度发生变化。

为了避免形状和叶片被自动重置，您可使用锁定和冻结功能（请参见第 192 页）。

如何手动重置计划形状

步骤

单击 reset manual changes to shape 按钮撤消手动叶片调整。叶片将会重置至由软件确定的自
适应位置。

如果您在手动调整照射野或叶片后选择一个不同的对象作为 PTV，则必须单击 reset manual
changes to shape 按钮，使叶片返回其自适应位置。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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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 弧模拟

一般信息

在弧治疗的深度视图（请参见第 230 页）、射野视图（请参见第 232 页）和射束方向观视图（请
参见第 240 页）中，软件提供了一个控制面板，允许以 10 度的增量模拟从机架起点到终点的弧运
动。

为了优化 IMRT 治疗，射束方向观视图中也提供了控制面板，以供模拟符合所选 IMRT 优化结果的
叶片排序。

注 : 如果治疗设置非常复杂，视图的更新速度可能不足以显示所有增量。
 

控制面板

图 174 

当前的机架角度在控制面板上方显示为黄色。

在运动序列中，碰撞示意图右下方的治疗床/机架图标也指示机架和治疗床位置。

Arc BEVs 选项卡

在此选项卡页面中提供了八个射束方向观视图，每幅图中以十度的增量显示弧。因此，射束方向观
视图允许验证 70°弧范围的照射野形状（绘制为绿色）。

图 175 

如果弧延伸超过 70°，视图自动显示下一个增量，直至显示弧的 后一个 10 度步进。

如何执行弧模拟

按照下述步骤，验证不同的照射野和机架位置：

射束方向观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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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单击 左侧或 右侧的按钮，移动至机架的第一个或 后一个位置。

2. 单击播放按钮右侧或左侧的按钮，以 10 度的增量前后移动弧。

3. 单击播放按钮，开始整个弧的运动序列。

4. 单击停止按钮，停止运动序列。

5. 使用滑块移动至弧的特定位置。

如何执行 IMRT 射束模拟

如果您为治疗计划定义了 IMRT 射束元素，并完成了 IMRT 优化（请参见第 287 页），当在功能
区中高亮显示 IMRT 射束时，射束方向观视图（请参见第 240 页）也会包括控制面板。

此时，可以使用控制面板来模拟符合所选 IMRT 优化结果的叶片排序。

图 176 

按照下述步骤，使用控制面板审核叶片排序：

步骤

1. 单击 左侧或 右侧的按钮，移动至叶片序列的起点或终点。

2. 单击播放按钮右侧或左侧的按钮，以单个步进前后移动叶片序列。

3. 单击播放按钮，开始叶片序列模拟。

4. 单击停止按钮，停止模拟。

5. 使用滑块移动至叶片序列的特定步骤。

在模拟叶片排序的过程中，剂量分次和每个叶片位置照射的 MU 以黄色字体显示在控制面板上方。
此外，还显示叶片位置总数。

其他验证

您可以使用 Full Screen 功能 大化射束方向观视图，然后使用工具栏功能或鼠标滚轮来滚动浏
览弧或叶片序列，以审核照射野和机架位置或叶片排序，这也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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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创建剂量对象

一般信息

一旦您计划了剂量分布，就可以创建剂量对象。 

这是一个自等剂量线创建的对象。它可用于例如体积分析或剂量的 3D 显示等用途。

如何创建剂量对象

步骤

1.

您可以按这些方法创建剂量对象：

• 在 Treatment Planning 步骤中，在功能区中选择计划，然后单击鼠标右键。在上下文
菜单中单击 Create Dose Object，或

• 在 Object Creation 步骤中，在功能区中单击 Create Dose Object...。您必须首先计
划了剂量分布。

• 在 Physician’s Review 步骤中，在功能区中单击 Create Dose Object...。

2.

随之显示 Dose Thresholding 对话框：

①

3.

或者：

• 设置一个 小剂量百分比包含在 Use Dose Threshold 的对象中，或

• 设置一个剂量范围包含在 Use Dose Values between 字段中。

您也可以在剂量标度上移动鼠标来设置这些值 ①。随后显示一个白色边框：

• 当设置剂量范围时，用鼠标左键单击框的上边缘，使其向上或向下移动，从而设置剂量
范围的上限。

• 当设置剂量范围或剂量阈值时，用鼠标左键单击框的下边缘，使其向上或向下移动，从
而设置阈值或剂量范围的下限。

4.

如果您想聚焦于特定区域，您可以根据以下结构中的剂量来设置剂量对象：

• 边框，您可以在显示的切层中调整

• 物理结构，从 Use Dose in Bounding Box including the Dose in this object 下方
的列表中选择

5.
如果您希望不考虑特定区域中的剂量，您可以从 Use Dose in Bounding Box excluding
the Dose in this object 下方的列表中选择，根据除物理结构中的剂量来设置待排除的
剂量对象。

6. 为剂量对象命名。

创建剂量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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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单击 OK。随即创建新的剂量对象，并显示在功能区的对象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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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查看已经照射的剂量

一般信息

通过 iPlan RT Dose 提供的功能，您可以导入已经为患者照射的剂量，以便查看是否影响您的当
前计划。

注 : 您只能导入使用 iPlan RT 创建的剂量矩阵。不能从其他计划系统（例如通过 Dicom RT）导
入剂量矩阵。
 

剂量导入情形

剂量导入适用于下述情形：

• 查看现有计划已照射剂量的剂量总和

• 使用 iPlan RT Adaptive 审核后，为待更改的计划导入已照射剂量

• 为必须接受重复疗程的患者导入已照射的剂量

激活或未激活的剂量矩阵

剂量矩阵按以下两种状态之一导入到 iPlan RT 中：

激活
每当执行剂量计算（例如 DVH 图形，作为 Refresh MU 的基础剂量，作为
IMRT 优化的基础剂量等）时，都会考虑到激活的剂量矩阵。它们影响计划进
程。

未激活
对于剂量计算，从来不会考虑未激活的剂量矩阵。它们不影响计划进程。您可
以临时“激活”未激活的剂量矩阵，检视总体剂量分布或剂量值，然后再次将
其取消激活。

在计划的每一点，您可以修改导入剂量矩阵的激活/未激活状态。

解读 DVH

如果先前应用的剂量矩阵被导入和添加至当前治疗计划中，计算的 DVH 可能代表人为的剂量矩阵
总和。实际照射的剂量矩阵可能不同，具体取决于解剖结构和实际治疗位置的变化。解读 DVH 时
还需要考虑到治疗期间的体积变化。

安全注意事项

确保根据所需的工作流程选择正确的导入菜单选项：Import dose for summation、Import dose
for adaptive RT 或 Import dose for recurring plan。这样确保 iPlan RT 执行检查，并显示
特定于所选情形的信息和警告消息。

如果在初始导出后，已经导出的治疗计划发生更改，确保所有相关的治疗设备将会收到相应治疗计
划参数的更新版本。这包括但不限于记录和验证系统、患者定位系统、目标定位器底片等。此外，
需要相应通知所有相关的人员（物理师、医生、治疗师等）！

在批准包含导入的剂量矩阵的治疗计划（为剂量计算激活或未激活）前，必须由经过培训的有经验
物理师或医生彻底检查计划（包括影像融合）。

对于单个治疗组和整个计划，均可以保存剂量矩阵。对于单个治疗组，只能导入每个剂量矩阵一
次，这样就不会意外地将其多次计入。但可以针对整个计划导入一个剂量矩阵，针对一个计划中的
单个治疗组导入剂量矩阵。iPlan RT 用户应当确保仅导入已为完整计划导出的剂量矩阵，或仅导
入已为单个治疗组导出的剂量矩阵。

查看已经照射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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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存过程中，剂量矩阵的坐标与原始治疗计划的对准集相关联。仅当此对准集同属于新计划时，
才能将剂量矩阵导入新计划中。为了确保在正确的位置集成导入的剂量矩阵，不同的影像集必须彼
此正确融合。

确保在剂量矩阵导入期间，导入的剂量对应于实际照射的剂量！反复确认导入的剂量矩阵是预期矩
阵。在剂量矩阵导入期间，还需反复确认“Dose Scaling Factor”和“Number of Fractions”。

如果治疗计划内的导入剂量矩阵和实际计算的剂量矩阵网格大小不同，则会导致等剂量内插。这些
内插可能导致与原始计划略微不同的剂量显示。

如何保存剂量矩阵

要使用这些功能的任意一项，必须先前在计划中将剂量保存为剂量矩阵。要保存剂量矩阵：

步骤

1.

在功能区或者 Plan Content 选项卡中，选择下面任意一项：

• (RTPlan) 治疗计划（以保存全部剂量），或

• 治疗组（以保存按组照射的剂量）

2.

单击鼠标右键以显示上下文菜单：

• 要保存按单个治疗组照射的剂量，选择 Save Dose Matrix for Group。

• 要保存按整个计划照射的剂量，选择 Save Dose Matrix for RTPlan。

3. 计划的剂量保存为剂量矩阵文件。

注 : 剂量一旦导入后，便不能再次导入。
 

注 : 治疗计划获得批准后（请参见第 327 页），应用程序可选择为所有治疗组保存剂量矩阵。您
可以稍后将这些“批准的”剂量矩阵用于添加目的。
 

注 : 当导出您要添加为“Dose for Adaptive RT”的剂量矩阵时，请确保为治疗组导出剂量矩
阵。为整个计划导出的剂量矩阵只能用于“Dose for Summation”和“Dose for a recurring
Plan”。
 

如何删除保存的剂量矩阵文件

步骤

1. 在功能区的列表中选择治疗计划。

2.
单击鼠标右键以显示上下文菜单，然后选择 Delete Dose Matrix Files。随之显示 De‐
lete Dose Files 对话框。

3. 选择待删除的保存文件，然后单击 OK。

如何更改剂量矩阵的分辨率

在保存剂量矩阵前，可能需要调整所保存剂量矩阵的分辨率。您可以使用 RTPlan Properties 对
话框中的 Dose Resolution 字段来设置剂量矩阵的分辨率（请参见第 195 页）。

剂量显示的精确度和计算的 DVH 取决于剂量矩阵导出采用的剂量分辨率。一旦导入了剂量矩阵，
所有查询的剂量点会使用预计算和存储的剂量矩阵点间的线性内插进行计算。这种线性内插的精确
度取决于设置的剂量分辨率大小和剂量分布本身的均 性（请参见 图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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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7 

此图示显示在 DVH 计算中使用粗分辨率的剂量矩阵时剂量精确度降低的影响。根据相同的 DVH 网
格比较三种 DVH 计算：

• 原始计划：不采用内插来计算每个网格点的剂量。

• 2 毫米分辨率：对 2 毫米分辨率剂量矩阵的导入剂量值进行内插，来计算 DVH 网格点的剂量。

• 4 毫米分辨率：对 4 毫米分辨率剂量矩阵的导入剂量值进行内插，来计算 DVH 网格点的剂量。

查看已经照射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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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 添加求和的剂量

一般信息

如果您在治疗过程中发现应当更新计划，您可以使用此功能来总计和显示已经照射的剂量。

iPlan RT 假定使用来自原始计划的参照集，不会针对计划更新而改变参照集。导入的剂量矩阵默
认设置为激活。因此，这种剂量矩阵可影响计划进程。系统假定导入的剂量矩阵会影响部分总体计
划处方。

在如处方和 IMRT 优化等剂量计算中，系统会默认考虑添加的剂量矩阵，但在 DICOM 导出中不予
考虑。对于单纯的剂量汇总，导入剂量矩阵的参照集 (CT) 和当前计划应当相同！先前创建的治疗
计划必须按照导入的剂量矩阵进行照射。

仅当参照集保持不变，导入的剂量矩阵激活时，才会显示正确的剂量分布。

如何添加求和的剂量

步骤

1. 在 Treatment Planning 步骤中，在功能区的列表中选择治疗计划。

2. 单击鼠标右键以显示上下文菜单，然后选择 Add Dose Matrix for Summation。

3. 选择要导入的保存剂量矩阵。

4.
Dose Import 对话框随即显示出来。如果需要，更改导入剂量属性（请参见第 260 页），
然后单击 OK。

5.

导入的剂量矩阵现在显示在功能区列表中。如果您将其选中，可以调整其属性，或将其作
为当前计划的激活部分。

• 如果您单击 Active Dose Matrix，导入的剂量矩阵成为当前计划的激活部分，并在您单
击 Refresh MU 时会将其考虑在内。

• 如果您单击 Properties，则会显示 Dose Import 属性对话框（请参见第 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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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导入属性

当您导入剂量矩阵求和时，或在导入后选择其属性时，将会显示此对话框：

①
②

③
④

图 178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Dose Matrix Name 您可以编辑剂量矩阵的名称。

② Dose Scaling Factor

求和时应计入多少导入的剂量：

• 1.00：计入 100% 的先前剂量

• 0.25：计入 25% 的先前剂量

注 : 您只能在导入时修改此值。此后，iPlan RT 在此仅显示配
置的值。
 

③ 指定的 PTV 单击 Edit 更改 PTV 指定和组权重。

④ Active Dose Matrix 请参见第 256 页。

查看已经照射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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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 为自适应 RT 导入剂量

一般信息

您可以在当前的分次计划中审核已经照射的剂量，并相应更新剩余分次的数量。这通过在治疗多个
分次后导入已经照射的剂量来实现。

强烈建议为剩余分次执行更新扫描。导入剂量矩阵的默认状态为未激活。通过输入已治疗分次的数
量，可以从初始处方中自动减除已应用的剂量。

由于不同的治疗设置、患者解剖结构变化和器官体积变化，显示的剂量总和可能不能反映实际的患
者治疗。

安全注意事项

在这些情况下，剂量矩阵应当处于未激活状态，以避免先前计划和实际计划之间发生干扰。这样，
iPlan RT 不会考虑 IMRT 优化中所考虑的导入剂量、计算的 MU 和剩余分次的处方。

iPlan RT 允许将导入的剂量分布显示为自适应 RT 情形中的剂量矩阵。请注意，由于可能不同的
治疗设置、患者解剖结构变化和器官体积变化，显示的剂量总和可能不能反映实际的患者治疗！对
于 终计划，应当取消激活导入的剂量矩阵。独立于导入的剂量矩阵计划剩余的分次数量。

如何使用自适应 RT 的导入剂量矩阵

步骤

1.

根据原始计划保存照射的剂量矩阵。例如，这可能在第十次分次后实现。

注 : 当导出您要添加为“Dose for Adaptive RT”的剂量矩阵时，请确保为治疗组导出剂
量矩阵（请参见第 257 页）。为整个计划导出的剂量矩阵只能用于“Dose for Summati‐
on”和“Dose for a recurring Plan”。
 

注 : 在批准原始计划的过程中，可以为每个治疗组保存剂量矩阵。您可以使用这些保存的
矩阵用于自适应 RT 情形中的后继导入。
 

2.

使用自适应 RT 查看患者的生理变化，使治疗目标与更新的 CT 扫描相适应。如果您对新
CT 扫描中的计划对象位置感到满意，继续重新计划。

新的 CT 计划和变形对象将作为 iPlan RT 中新计划的基础。

3.

此时，等中心仍然位于原始计划中确定的位置，因为它由刚性融合得出。但是，如果患者
的生理状况发生改变，意味着这不再是 佳位置。剂量线和 DVH 将不能满足处方要求。

您可以将等中心移至新的位置，以反映 PTV 中的变化（请参见第 178 页）。

4.

要查看迄今为止照射的剂量：

• 在 Treatment Planning 步骤中，在功能区的列表中选择治疗计划。

• 单击鼠标右键以显示上下文菜单，然后选择 Import Dose for Adaptive RT。

Dose Import 对话框随即显示出来（请参见第 262 页）。

用于自适应重新计划的导入剂量矩阵必须连接至与原始计划 PTV 对象相对应的“新”PTV
对象。

如果选中该选项，iPlan RT 将使用 PTV 指定（在多个 PTV 时正确的 PTV），从处方中自
动减除已经照射的分次。iPlan RT 报告的某些一致性检查及其警告消息基于 PTV 的正确
指定。

5.

您可以调整剂量导入，使用这些选项来显示当前患者状态：

• 您可以将导入仅限于已经照射的那些分次

• 您可以从处方中减除先前的分次，降低处方中要照射的剂量

6.

现在为第一个分次导入剂量矩阵后，您可以为剩余分次创建计划：

• 将剂量矩阵设置为未激活

• 单击 Refresh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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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

在治疗计划的其他分次后，您可以随后重复自适应情形。要实现这一点：

• 为更新计划中的每个治疗组保存剂量矩阵（或与计划批准一并实施）。

• 在使用更新的计划应用其他分次后，使用更新计划的保存剂量矩阵启动其他计划调整
（如从第 2 步重新开始）。

与剂量矩阵一起存储的分次信息

iPlan RT 随已保存剂量矩阵为治疗组存储关于分次的信息，说明它们所包含剂量计算数据用于原
始计划的哪些分次。

例如，为原始计划（计划 A）导出的剂量矩阵包含：

• “20 个分次中的 1-20”（导出的矩阵 A）

当您将其导入时，您可以指定已经应用的分次的数量，将导入的剂量矩阵变成如：

• “20 个分次中的 1-5”（导入后矩阵 A）

在更新计划（计划 B）和重新保存更新计划的剂量矩阵后，以下信息将会与保存的剂量矩阵一并存
储：

• “20 个分次中的 6-20”（导出后的矩阵 B）

当您将其导入时，您可以再次指定已经应用于更新计划（计划 B）的分次数量，将导入的剂量矩阵
变成如：

• “20 个分次中的 6-13”（导入后的矩阵 B）

在此阶段，您将会有计划 C 代表更新计划 20 个原始分次中的 14-20 分次，包含您先前计划的两
个剂量矩阵及其应用到相应剂量分次：

• “20 个分次中的 1-5”（即导入后的矩阵 A，代表计划 A 应用的分次）

• “20 个分次中的 6-13”（即导入后的矩阵 B，代表计划 B 应用的分次）

剂量导入属性

当您导入剂量矩阵时，或在导入后选择其属性时，将会显示此对话框：

①
②

③

⑤

④

图 179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Dose Matrix Name 您可以编辑剂量矩阵的名称。

② Number of irra‐
diated fractions

使用为其导出剂量矩阵的治疗组应用的分次数量。

查看已经照射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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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要素 功能

③ 指定的 PTV 单击 Edit 更改 PTV 指定和组权重。

④
Subtract irra‐
diated fractions
from plan
prescription

当激活时，通过减除已经照射的剂量，来减少计划处方中定义的剂量。

⑤ Active Dose
Matrix

如果您激活剂量矩阵，导入的剂量矩阵将会成为计划的激活部分，并在
您单击 Refresh MU 时会将其考虑在内。

注 : iPlan RT 仅支持对指定给单一 PTV 的治疗组执行自适应 RT 剂量导入（即自适应 RT 剂量
导入不支持使用一个治疗组靶向多个 PTV）。
 

注 : iPlan RT 仅支持对定义有一个治疗组的 PTV 执行自适应 RT 剂量导入（即自适应 RT 剂量
导入不支持使用多个治疗组靶向同一个 P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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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 为重复计划导入剂量

一般信息

通过此选项，您可以审核按先前计划照射的剂量。当患者必须再次接受治疗时（例如在肿瘤复发
后），这很有帮助。

照射的剂量不考虑用于当前计划的处方或任何 IMRT 优化。因此，剂量矩阵的默认状态为未激活。
应用的剂量可以使用给定系数导入，以便对初始治疗剂量进行加权评估。要审核累积的剂量，将导
入剂量矩阵的状态设置为激活。在执行任何 IMRT 计算、MU 更新或导出之前，务必“取消激活”
剂量矩阵。

在此情况中，参照集可以不同，但来自保存有剂量矩阵的计划的对准集必须出现在新计划中，并且
必须融合到新的参照集中。

在这些情况下，剂量矩阵应当处于未激活状态，以避免先前计划和实际计划之间发生干扰。这样，
iPlan RT 不会考虑 IMRT 优化的导入剂量、计算的 MU 和新计划的处方。

对于重复的计划，参照集可能不同，但坐标系统需要相同。请注意，通常不应考虑将导入的剂量用
于实际处方或任何剂量优化。标准的工作流程是在新计划中审核先前计划给出的剂量，例如由于复
发所致。因此，剂量矩阵的默认状态为未激活。应用的剂量可以与给定的缩放系数一并导入，以便
计入初始治疗和复发间的恢复时间。

如何为重复计划导入剂量

步骤

1. 在 iPlan RT Dose 中打开原始计划，然后保存剂量矩阵。

2.

在执行以下操作后，在 iPlan RT Dose 中保存原始计划：

• 在 Treatment Planning 步骤中，删除原有的治疗组。

• 在 Prescription 窗口中，将原有的结构类型更改为 Other。

• 删除原有的结构，或对其重新命名/使其不可见（用户首选）。

3.

在 iPlan RT Image 中打开此计划。

• 在 Viewing 任务中使用 Add data... 对话框添加新的 CT 集。

• 如果定位器已经用于新的 CT 扫描，除了先前定位的 CT 集外，还需定位此 CT 集。

• 将原有的对准集融合至新的 CT 集中，使新的 CT 集成为对准集（即在 iPlan RT Image
中将新的 CT 集设定为 Image Set 1，将先前的对准集设定为 Image Set 2）。有关更
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85 页。

• 如果需要，为新的结构执行自动分割，但是注意切勿修改或删除现有计划中的 PTV 或
OAR，因为这样做会损坏计划。

• 保存计划。

4.

在 iPlan RT Dose 中再次打开计划。

• 将参照集更改为新的 CT 集。

• 根据新的 CT 集继续计划步骤。

5.
单击鼠标右键以显示上下文菜单，然后选择 Import Dose for a Recurring Plan。导入保
存的剂量矩阵。

6.

Dose Import 对话框随即显示出来。如果需要，更改导入剂量属性（请参见第 260 页），
然后单击 OK。

例如，您可以按 Relative Irradiated Fraction 字段中的百分比减少先前的剂量。

7. 现在可以在当前计划中查看先前的剂量矩阵。

查看已经照射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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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计划验证

8.8.1 治疗计划状态图标

一般信息

在 Treatment Planning、Dose Optimization、Physician’s Review 和 Physicist’s
Verification 计划步骤中的 Navigator 区域，信号灯图标表示当前计划状态的额外可用信息。

图 180 

状态图标

状态图标 功能 请参见

您的当前治疗计划有效。

已为当前治疗计划生成信息性消息（蓝色 i）。

这表示计划中包含一些特殊或扩展选项。
第 266 页

已为当前治疗计划生成警告消息（黄色 !）。

这表示用户必须决定是容许还是要澄清计划中检测到的不一致。
第 267 页

已为当前治疗计划生成错误消息（红色 x）。

这表示计划不正确，对治疗无效。
第 272 页

信号灯警告指示直线加速器机架和治疗床之间可能发生碰撞。根据治疗设置和/或患者的解剖结
构，即使未在软件中予以提示，也可能发生碰撞。

在治疗前，您应当在治疗室内以适当的方式验证所选的机架和治疗床角度可以用于执行治疗，而不
会导致患者人身伤害，或损坏治疗递送系统等设备。

Plan Status 对话框

要查看已经输出的消息，单击状态图标。

图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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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认真审核所提供的信息，按照需要修改您的计划。

2. Plan Status 信息包含在物理师打印输出中（请参见第 377 页），并且必须签名。

信息性消息

下面给出了可能的信息性消息示例：

The current plan was saved by a different version of iPlan RT Dose (4.1.0).（当前计划
以不同版本 iPlan RT Dose (4.1.0) 保存。）

The current plan was saved by a different application (iPlan RT Image).（当前计划以不
同的应用程序 (iPlan RT Image) 保存。）

Treatment parameters (such as beam angles or weightings) have changed. Press the
'Refresh MU' button to update the dose applied to the treatment plan, if required.
（治疗参数（例如射束角度或权重）已经更改。如果需要，按下“Refresh MU”按钮更新应用于
治疗计划的剂量。）

The Reference Set is not localized although the Alignment Set is localized.（尽管对准
集已经被定位，但参照集未被定位。）

Both the Alignment Set and the Reference Set are localized using the "Brainlab CT
Localizer". The patient coordinate system is defined by the Alignment Set, not by the
Reference Set.（参照集和对准集都使用 "Brainlab CT Localizer" 定位。患者坐标系统由对准
集而非参照集定义。）

Be aware that possible differences with the patient's head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mmobilization device between CT and X-Ray/Angio must also be considered during the
treatment planning process. Any registration inaccuracies also apply if the patient
is positioned by a frameless approach (such as ExacTrac X-Ray or other frameless po‐
sitioning solutions).（请注意，在治疗计划过程中，还必须考虑患者头部位置相对于 CT 和 X
射线/血管造影之间固定装置的可能差异。如果患者采取无框架的方式定位（例如 ExacTrac X 射
线或其他无框架定位解决方案），还需注意任何的配准不精确问题。）

Heterogeneity correction is turned off. The area inside the detected patient contour
is therefore assumed to be water-equivalent.（不均 性校正被关闭。所探测到患者轮廓内
的区域因而假定为与水等效。）

Dose calculation is based on special set: CB CT.（剂量计算基于特殊集合：锥形束 CT。）

The coarser grid size is used to calculate min/max doses.（较粗网格大小用于计算 小/
大剂量。）

Prescription uses separate normalization for each target.（处方为每个标靶使用单独的归
一化。）

Both a Normalization Point and a Representation Point exist for the object "PTV". By
default, the Representation Point is used for export.Press 'Refresh MU' to delete the
Representation Point.（对于对象“PTV”，既存在归一化点，也存在代表点。代表点默认用于
导出。按下“Refresh MU”删除代表点。）

Element order and gantry rotation direction might be improved for treatment（可以为治
疗而改进元素顺序和机架旋转方向）

The field shape(s) is(are) frozen. Planning shape(s) and leaves are not adapted au‐
tomatically.（射野形状冻结。计划形状和叶片不会自适应。）

The field shape is frozen. The diameter of the cone cannot be changed.（射野形状冻
结。锥形的直径不能更改。）

For at least one field of the arc: The arc is locked. Monitor units will not be up‐
dated.（对于至少一个弧射野：弧被锁定。MU 将不会更新。）

The arc is locked. Monitor units will not be updated.（弧被锁定。MU 将不会更新。）

The field shapes are frozen. Planning shapes and leaves are not adapted automatical‐
ly.（射野形状冻结。计划形状和叶片不会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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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am is locked. Monitor units will not be updated.（射束被锁定。MU 将不会更新。）

The plan contains closed fields (MLC). Remove these before treatment.（计划包含闭合野
(MLC)。在治疗前将其删除。）

The isocenter is blocked (MLC).（等中心被阻止 (MLC)。）

The plan contains closed fields (jaws). Remove these before treatment.（计划包含闭合
野 [铅门]。在治疗前将其删除。）

The isocenter is blocked (jaws).（等中心被阻止 [铅门]。）

Unsupported dose rate. Please verify.（不支持的剂量率。请验证。）

The IMRT beam "IMRT Beam 1" has been split into 2 subfields.（IMRT 射束 "IMRT Beam 1"
已拆分成 2 个子野。）

A segment of this element is split into 2 portions, because the MU value (10321 MU)
is larger than the maximum allowed MU (9999 MU).（此元素的一个子野拆分成 2 部分，因为
MU 值 (10321 MU) 大于允许的 大 MU (9999 MU)。）

The element is split into 2 portions, because the MU value (10321 MU) is larger than
the maximum allowed MU (9999 MU).（此元素拆分成 2 部分，因为 MU 值 (10321 MU) 大于允
许的 大 MU (9999 MU)。）

A subfield of the element is split into 2 portions, because the MU value (10321 MU)
is larger than the maximum allowed MU (9999 MU).（此元素的一个子野拆分成 2 部分，因为
MU 值 (10321 MU) 大于允许的 大 MU (9999 MU)。）

This is an adaptive dose matrix component that is set to inactive and will not b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prescription and for dose calculations that are performed.（这
是一种设置为未激活的自适应剂量矩阵要素，对于处方和执行的剂量计算，不会将其考虑在
内。）

This is a recurring dose matrix component that is set to inactive and will not b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prescription and for dose calculations that are performed.（这
是一种设置为未激活的重复剂量矩阵要素，对于处方和执行的剂量计算，不会将其考虑在内。）

This is a summation dose matrix component that is set to active and wi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prescription and for dose calculations that are performed.（这是一种
设置为激活的总和剂量矩阵要素，对于处方和执行的剂量计算，会将其考虑在内。）

Further note that the exported treatment plan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dose matrix
components and thus may deliver a dose that differs from the displayed one!（此外请注
意，导出的治疗计划不考虑剂量矩阵要素，因此可能照射不同于所显示剂量的剂量！）

An external dose distribution has been added to the current plan from the plan 'Final
Plan' of patient 'John Doe' ID '01237456' approved at '01-01-2011 12:00:00 (hh:mm:ss)
UTC-5:00' by 'james.dean'.（一个外部剂量分布已被从“ 终计划”中添加至当前计划，其中
ID 为 01237456、患者姓名为 John Doe， 终计划在 2011/01/01 12:00:00 (hh:mm:ss)
UTC-5:00 由 james.dean 批准。）

Dose calculations have not started. Activate dose display to enable dose distribution
related plan status checks.（剂量计算尚未开始。激活剂量显示，以启用剂量分布相关的计划
状态检查。）

For at least one closed leaf pair the planned leaf gap is within a 2 mm range of the
jaw edge and might not be covered by the jaws during delivery. Please check your plan
carefully!（对于至少一个闭合叶片对，计划的叶片缝隙在铅门边缘 2 毫米范围内，在照射过程
中可能被铅门覆盖。请认真检查您的计划！）

The IMRT sequence contains closed MLC fields. Please check your plan carefully.（IMRT
序列包含闭合 MLC 野。请认真检查您的计划。）

警告消息

下面给出了可能的警告消息示例：

The plan references the following empty object(s) as PTV or OAR: Brainstem. These
objects should be correctly segmented if required.（计划参照以下空对象作为 PTV 或
OAR：脑干。如果需要，应当正确分割这些对象。）

使用治疗计划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267



The data set used as Alignment Set has been scanned "Prone", while the orientation
for treatment is configured "Supine". Please refer to the iPlan RT Dose user manual
for detailed explanations.（用作对准集的数据集以“俯卧位”扫描，而治疗的方位配置为
“仰卧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iPlan RT Dose 用户手册。）

The data set used as Reference Set has been scanned "Prone+G1", while the orientation
for treatment is configured "Supine". Please refer to the iPlan RT Dose user manual
for detailed explanations.（用作参照集的数据集以“俯卧位 + G1”扫描，而治疗的方位配置
为“仰卧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iPlan RT Dose 用户手册。）

The Point "Isoc. Prescr.:Group 1 (A)" is defined as a Prescription Point, but the
assigned object ("PTV") does not contain any treatment elements (beams, arcs). The
dose defined by this point is ignored.（点“等中心处方：组 1 (A)”定义为处方点，但指
定的对象 (PTV) 不包含任何治疗单元（射束、弧）。此点定义的剂量将被忽略。）

The isocenter coordinate is placed outside the localized region.（等中心坐标置于定位
区域之外。）

The isocenter coordinate 'Point#1' is not assigned the prefix 'Coord'.（未为等中心坐
标 Point#1 指定前  Coord。）

The treatment group 'MyGroup' is not assigned the prefix 'Group'.（未为治疗组 MyGroup
指定前  Group。）

The treatment group 'Group 1' uses the identifier ' 1'. This is also used by a non-
related isocenter coordinate.（治疗组 Group 1 采用标识符 1。这也被不相关的等中心坐标
所采用。）

The treatment group 'Group 1' and its isocenter coordinate 'Coord 2' are each iden‐
tified by a different number. The same number should be used where possible. If se‐
veral treatment groups are assigned to the same isocenter coordinate, unique alpha‐
numeric identifiers should be used.（治疗组 Group 1 及其等中心坐标 Coord 2 分别使用不
同的数字标示。应当尽可能使用相同的编号。如果将多个治疗组指定给同一个等中心坐标，则应
当使用唯一的字母数字标识符。）

Heterogeneity correction is turned off. The table top added to the tissue model is
therefore assumed to be water-equivalent.（不均 性校正已关闭。添加至组织模型的治疗床
面因而假定为与水等效。）

The Dose Calculations are based on a Reference Set of type Cone Beam and may be sig‐
nificantly off.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o perform an update CT scan that is used as
Reference Set.（剂量计算基于锥形射束类型的参照集，可能显著不同。强烈建议执行更新 CT
扫描，用作参照集。）

The dose resolution for the current plan exceeds the limit of 10 mm.

Please readjust value in the Set Parameters dialog of the Surface Segmentation task
first and then check and eventually readjust the resolution values in the properties
of the RTPlan accordingly.（当前计划的剂量分辨率超过 10 毫米的限值。请首先在 Surface
Segmentation 任务的 Set Parameters 中重新调整值，检查并 终相应重新调整 RTPlan 属性中
的分辨率值。）

The active machine profile is not approved.（激活的机器数据资料未获批准。）

You are using a machine profile from iPlan RT Dose 3.0.x. Please choose a machine
profile from iPlan RT Dose 4.x to have full functionality.（您在使用来自 iPlan RT
Dose 3.0.x 的机器数据资料。请从 iPlan RT Dose 4.x 中选择机器数据资料，以实现全部功
能。）

The active machine profile loaded from the current plan is not contained in the list
of installed machine profiles. The profile may be outdated or from a external source;
please verify.（自当前计划中装载的激活数据资料未包含在所安装的数据资料列表。特征文件
可能过期或来自外部来源，请验证。）

The active machine profile is for acceptances only and must not be used for patient
treatment.（激活的机器数据资料仅用于验收，不得用于患者治疗。）

The jaws are overlapping the MLC field.（铅门与 MLC 野重叠。）

Risk of table collision. Please verify.（治疗床碰撞风险。请验证。）

The number of portions into which this element is split exceeds 10. Please verify.
（此元素拆分为超过 10 个部分。请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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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MRT treatment group 'GroupIMRT' was loaded within a plan of a previous iPlan RT
Dose version. It must be re-optimized in order that all inverse planning optimization
parameters are again available for display and printout.（此 IMRT 治疗组 GroupIMRT 装
载入先前 iPlan RT Dose 版本的计划。必须重新予以优化，以使所有相反计划优化参数重新可用
于显示和打印输出。）

The maximum possible leaf speed is exceeded. It is recommended to either turn on leaf
speed limitation or reduce the dose rate. The leaf speed limitation algorithm en‐
countered a problem. It is recommended to reduce either the dose rate, the number of
segments or the beamlet size.（超出了 大的可能叶片速度。建议打开叶片速度限制或减少剂
量率。叶片速度限制算法遇到问题。建议减少剂量率、子野数量或子束大小。）

Less than 3 arc control points are defined. Treatment may result in a controller er‐
ror.（定义的弧控制点不足 3 个。治疗可能导致控制器错误。）

The arc defined by start and stop angles is ambiguous. Please verify that the desired
sector is treated.（起始和停止角度定义的弧不明确。请验证所需的部位得到治疗。）

The number of control points for the HybridArc is too small for a beam export. Inc‐
rease the arc length.（HybridArc 的控制点数量太少，不适用于射束导出。增加弧长度。）

The HybridArc's IMRT beams are positioned very densely: the gantry angle difference
between neighboring IMRT beams is less than 5°.（HybridArc 的 IMRT 射束位置非常密
集：相邻 IMRT 射束间的机架角度差小于 5°）。

This is an adaptive dose matrix component that has been set to active which is not
the intended setting!

Note that the dose matrix component wi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prescription and
for dose calculations that are performed.

Further note that the exported treatment plan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dose matrix
components and thus may deliver a dose that differs from the displayed one!（此自适应
剂量矩阵要素设置为激活，这不是预期的设置！请注意，对于执行的处方和剂量计算，将会考虑
剂量矩阵要素。此外请注意，导出的治疗计划不考虑剂量矩阵要素，因此可能照射不同于所显示
剂量的剂量！）

There are issues with the adaptive plan.

Non connected dose matrix components: Matrix: Final Plan For the following objects,
no treatment group is defined: PTV1 For the following objects, multiple treatment
groups are defined: PTV2 Objects with ambiguous dose per fraction: PTV3 Objects with
ambiguous total number of fractions: PTV4 Objects with a discontinuous fractionation
scheme: PTV5 Objects with dose matrices connected to more than one object: PTV6 Ob‐
jects with a treatment group connected to more than one object: PTV7 These issues may
indicate inconsistencies of the adaptive plan or a scenario that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software.（自适应计划存在问题。未连接的剂量矩阵要素：矩阵： 终计划 对于以下对
象，未定义治疗组：PTV1 对于以下对象，定义了多个治疗组：PTV2 每个分次剂量不明确的对
象：PTV3 分次总数不明确的对象：PTV4 分次计划不连续的对象：PTV5 剂量矩阵连接至多个对象
的对象：PTV6 治疗组连接至多个对象的对象：PTV7 这些问题可能指出自适应计划不一致，或软
件不支持的情形。）

This is a recurring dose matrix component that has been set to active which is not
the intended setting!

Note that the dose matrix component wi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prescription and
for dose calculations that are performed.

Further note that the exported treatment plan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dose matrix
components and thus may deliver a dose that differs from the displayed one!（此重复剂
量矩阵要素设置为激活，这不是预期的设置！请注意，对于执行的处方和剂量计算，将会考虑剂
量矩阵要素。此外请注意，导出的治疗计划不考虑剂量矩阵要素，因此可能照射不同于所显示剂
量的剂量！）

The summation dose matrix component 'Matrix: Final Plan #1' has been calculated on
tissue information that differs from the one that is used in your current plan. As a
consequence the resulting dose calculations may be inaccurate.（总和剂量矩阵要素
“Matrix: Final Plan #1”根据不同于您当前计划使用的组织信息计算得出。因此，所得到的结
果剂量计算可能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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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a summation dose matrix component that has been set to inactive which is not
the intended setting! Note that the dose matrix component will not be taken into ac‐
count for prescription and for dose calculations that are performed.（此总和剂量矩阵
要素设置为未激活，这不是预期的设置！请注意，对于处方和执行的剂量计算，将不会考虑剂量
矩阵要素。）

An external dose distribution has been added to the current plan from the non-appro‐
ved plan 'First HybridArc' of patient 'John Doe' ID '01237456'.（一个外部剂量分布已从
未获批准的计划 First HybridArc（患者 John Doe，ID 为 01237456）中被添加至当前计划。）

This dose matrix component has been created by a software or software version that
differs from the one you are currently using and may be outdated due to necessary
modifications in dose algorithms.（此剂量矩阵要素由不同于您当前使用的软件或软件版本创
建，可能由于必要的剂量算法修改而过期。）

The current plan contains dose matrices that have been saved for whole plans as well
as for individual treatment components.（当前计划包含为整个计划和单个治疗要素保存的剂
量矩阵。）

Please verify that the dose matrices for components are not unintentionally contained
in a dose matrix for a plan.（请验证，要素的剂量矩阵没有无意包含在计划的剂量矩阵
中。）

The plan intent is set to 'RESEARCH'.（计划目的设置为“RESEARCH”。）

The equivalent field size is outside the range of measured field sizes:

with (at least one of)（等效射野大小超出所测量的射野大小范围：出现下列情况（至少其中
一个））

• It is smaller than the depth dose field size range (smaller than the smallest mea‐
sured depth dose field size)（小于深度剂量射野大小范围（小于 小的测量深度剂量射野
大小））

• It is larger than the depth dose field size range (larger than the largest measured
depth dose field size)（大于深度剂量射野大小范围（大于 大的测量深度剂量射野大
小））

• It is smaller than the scatter jaw-field size range (smaller than the smallest
measured scatter jaw-field size)（小于散射铅门射野大小范围（小于 小的测量散射铅门
射野大小））

• It is larger than the scatter jaw-field size range (larger than the largest measu‐
red scatter jaw-field size)（大于散射铅门射野大小范围（大于 大的测量散射铅门射野大
小））

• It is smaller than the scatter MLC-field size range (smaller than the smallest
measured scatter MLC-field size)（小于散射 MLC 射野大小范围（小于 小的测量散射 MLC
射野大小））

• It is larger than the scatter MLC-field size range (larger than the largest measu‐
red scatter MLC-field size)（大于散射 MLC 射野大小范围（大于 大的测量散射 MLC 射野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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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fields of the arc, the equivalent field size is outside
the range of measured field sizes:

with (at least one of)（对于相当数量的弧射野，等效射野大小超出所测量的射野大小范围：
出现下列情况（至少其中一个））

• It is smaller than the depth dose field size range (smaller than the smallest mea‐
sured depth dose field size)（小于深度剂量射野大小范围（小于 小的测量深度剂量射野
大小））

• It is larger than the depth dose field size range (larger than the largest measured
depth dose field size)（大于深度剂量射野大小范围（大于 大的测量深度剂量射野大
小））

• It is smaller than the scatter jaw-field size range (smaller than the smallest
measured scatter jaw-field size)（小于散射铅门射野大小范围（小于 小的测量散射铅门
射野大小））

• It is larger than the scatter jaw-field size range (larger than the largest measu‐
red scatter jaw-field size)（大于散射铅门射野大小范围（大于 大的测量散射铅门射野大
小））

• It is smaller than the scatter MLC-field size range (smaller than the smallest
measured scatter MLC-field size)（小于散射 MLC 射野大小范围（小于 小的测量散射 MLC
射野大小））

• It is larger than the scatter MLC-field size range (larger than the largest measu‐
red scatter MLC-field size)（大于散射 MLC 射野大小范围（大于 大的测量散射 MLC 射野
大小））

The minimum field extension is smaller than four times the <GridRes>. Accuracy of
dose calculations may be limited.

with <GridRes> being "Pencil Beam Kernel resolution" or "Monte Carlo spatial resolu‐
tion".（ 小射野延伸小于 <GridRes> 的四倍。剂量计算的精确度可能受限。<GridRes> 为“笔
形射束卷积核分辨率”或“Monte Carlo 空间分辨率”。）

The maximum beamlet size is smaller than the <GridRes>. Accuracy of dose calculations
may be limited.

with <GridRes> being "Pencil Beam Kernel resolution" or "Monte Carlo spatial resolu‐
tion".（ 大的子束大小小于 <GridRes>。剂量计算的精确度可能受限。<GridRes> 为“笔形射
束卷积核分辨率”或“Monte Carlo 空间分辨率”。）

The minimum field extension is smaller than four times the RTPlan's dose resolution.
Accuracy of dose calculations may be limited.（ 小射野延伸小于 RTPlan 剂量分辨率的四
倍。剂量计算的精确度可能受限。）

For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fields of the arc:

The minimum field extension is smaller than four times the <GridRes>. Accuracy of
dose calculations may be limited.

with <GridRes> being "Pencil Beam Kernel resolution" or "Monte Carlo spatial resolu‐
tion".（对于相当数量的弧射野： 小射野延伸小于 <GridRes> 的四倍。剂量计算的精确度可能
受限。<GridRes> 为“笔形射束卷积核分辨率”或“Monte Carlo 空间分辨率”。）

For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fields of the arc:

The maximum beamlet size is smaller than the <GridRes>. Accuracy of dose calculations
may be limited.

with <GridRes> being "Pencil Beam Kernel resolution" or "Monte Carlo spatial resolu‐
tion".（对于相当数量的弧射野： 大的子束大小小于 <GridRes>。剂量计算的精确度可能受
限。<GridRes> 为“笔形射束卷积核分辨率”或“Monte Carlo 空间分辨率”。）

For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fields of the arc:

The minimum field extension is smaller than four times the RTPlan's dose resolution.
Accuracy of dose calculations may be limited.（对于相当数量的弧射野： 小射野延伸小于
RTPlan 剂量分辨率的四倍。剂量计算的精确度可能受限。）

The radiological diameter is smaller than four times the RTPlan's dose resolution.
Accuracy of dose calculations may be limited.（放射直径小于 RTPlan 剂量分辨率的四倍。
剂量计算的精确度可能受限。）

For at least one closed leaf pair the leaf gap is not covered by the jaws. Please
check your plan carefully!（对于至少一个闭合叶片对，叶片缝隙未被铅门覆盖。请认真检查
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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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leaf apertures are too small for a radiologically correct representation with
the current MLC hardware (Elekta Agility). Please check your plan and possible manual
modifications to the leaf positions carefully!（某些叶片孔径太小，无法使用当前的 MLC
硬件 (Elekta Agility) 进行正确的放射学显示。请检查您的计划并谨慎地对叶片位置进行可能
的手动修改！）

错误消息

下面给出了可能的信息消息示例。如果列出了其他错误消息，请联系 Brainlab 客户支持人员。

The Alignment Set uses the "Brainlab CT Localizer" localizer, while the Reference Set
uses the "Brainlab on Leksell Headring" localizer. This conflict cannot be solved,
please change the reference set.（对准集使用 "Brainlab CT Localizer" 定位器，而参照集
使用 "Brainlab on Leksell Headring" 定位器。不能解决此冲突，请更改参照集。）

The Alignment Set is not localized but the Reference Set is localized using the
"Brainlab CT Localizer". This conflict cannot be solved, please use a localized
Alignment Set.（对准集未定位，但参照集使用 "Brainlab CT Localizer" 定位。不能解决此冲
突，请使用定位的对准集。）

The isocenter coordinate is not inside the patient's tissue.（等中心坐标不在患者组织
内。）

The isocenter coordinate name 'Coord' is either not unique or too long.（等中心坐标名
称 Coord 并非唯一或者太长。）

3 Beams or Arcs encountered whose names are not unique. Beam- or Arc names involved
are: Beam1, beam1, and BEAM1. Please modify names accordingly. (Note: for name com‐
parison letter case is ignored.)（3 个射束或弧的名称并非唯一。涉及的射束或弧名称为：
Beam1、beam1 和 BEAM1。请相应修改名称。（注：名称比较时将会忽略大小写。））

The treatment group name 'Group' is either not unique or too long.（治疗组名称 Group
并非唯一或者太长。）

The name of the beam or arc contains invalid characters. Please make sure you are
only using standard ASCII characters.（射束或弧的名称中包含无效字符。请确保仅使用标准
ASCII 字符。）

The name of the beam or arc is empty. Please make sure the name contains at least one
non-whitespace character（射束或弧的名称为空。请确保名称中包含至少一个非空格字符）

The name of the beam or arc contains either of the characters '(' or ')'. Please make
sure the name does not contain characters '(' and ')'.（射束或弧的名称包含字符“(”或
“)”。请确保名称中不包含“(”和“)”。）

The name of the beam or arc contains more than 64 characters. Please make sure the
name does not contain more than 64 characters.（射束或弧的名称中包含的字符数量超过 64
个。请确保名称中包含的字符数量不超过 64 个。）

The machine profile was not validated. Treatment is not possible.（机器资料未获验证。
不能进行治疗。）

The active machine profile is for acceptances only and must not be used for patient
treatment.（激活的机器数据资料仅用于验收，不得用于患者治疗。）

The ring rotation angle is not valid. Treatment is not possible.（环旋转角度无效。不
能进行治疗。）

The table angle is not valid. Treatment is not possible.（治疗床角度无效。不能进行治
疗。）

The collimator angle is not valid. Treatment is not possible.（准直仪角度无效。不能进
行治疗。）

The gantry angle is not valid. Treatment is not possible.（机架角度无效。不能进行治
疗。）

The gantry rotation range is not valid. Treatment is not possible.（机架旋转范围无
效。不能进行治疗。）

Danger of table collision. Please verify.（治疗床碰撞风险。请验证。）

计划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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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aw positions expose the MLC carriage box.（铅门位置暴露 MLC 载台。）

The MU per degree value is below machine requirements. Please verify.（每度的 MU 值低
于机器要求。请验证。）

The MU per degree value is above machine requirements. Please verify.（每度的 MU 值高
于机器要求。请验证。）

"The time to deliver the desired dose (628.75 s) exceeds the machine limit (300 s).
Please verify.（照射所需剂量的时间（628.75 秒）超过机器限制（300 秒）。请验证。）

The MU value is above machine requirements. Please verify.（MU 值高于机器要求。请验
证。）

Maximum leaf position is exceeded in subfield "1" segment "7".（在子野“1”和“7”
中，超过 大叶片位置。）

Maximum leaf span is exceeded in subfield "1" segment "7".（在子野“1”和“7”中，超
过 大叶片跨度。）

Maximum leaf span is exceeded in subfield "1".（在子野“1”中，超过 大叶片跨度。）

MU (10321 MU) is larger than the maximum allowed MU (9999). (Note: splitting to se‐
veral portions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application for this treatment)（MU (10321 MU)
大于允许的 大 MU (9999)。（注：对于此治疗，应用程序不支持拆分成多个部分））

MU (10321 MU) of this beam is larger than the maximum allowed MU (9999). (Note:
splitting to several portions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application for this treat‐
ment.)（此射束的 MU (10321 MU) 大于允许的 大 MU (9999)。（注：对于此治疗，应用程序不
支持拆分成多个部分。））

MU (10321 MU) of a subfield of this beam is larger than the maximum allowed MU
(9999). (Note: splitting to several portions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application for
this treatment.)（此射束子野的 MU (10321 MU) 大于允许的 大 MU (9999)。（注：对于此治
疗，应用程序不支持拆分成多个部分。））

MU (10321 MU) of a segment of this beam is larger than the maximum allowed MU (9999).
(Note: splitting to several portions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application for this
treatment.)（此射束子野的 MU (10321 MU) 大于允许的 大 MU (9999)。（注：对于此治疗，
应用程序不支持拆分成多个部分。））

Less than 2 arc control points are defined. Treatment is not possible. Use conformal
beams instead.（定义的弧控制点不足 2 个。不能进行治疗。而是使用适形射束。）

This plan cannot be exported successfully to DICOM. The plan uses both, Brainlab m3
MLC (Siemens Full Integration) and another type of machine. iPlan RT Dose 4.5.x does
not support this.（此计划不能成功导出至 DICOM。此计划使用 Brainlab m3 MLC（Siemens 完
全集成）和另一种类型的机器。iPlan RT Dose 4.5.x 不支持这种计划。）

This plan cannot be exported successfully to DICOM. (The treatment group 'Group 1'
has no valid prescription data. （此计划不能成功导出至 DICOM。（治疗组“Group 1”没有
有效的处方数据。按下“Refresh MU”更新处方。））

This plan cannot be exported successfully to DICOM. (The prescription 'Isoc. Norm.
(unconnected) (A)' is not assigned to a treatment group. Verify that a treatment
group has been defined for the target object.)（此计划不能成功导出至 DICOM。（处方
“Isoc. Norm. (unconnected) (A)”未指定给治疗组。验证已经为标靶对象定义治疗组。））

This plan cannot be exported successfully to DICOM. (Multiple fractionation schemes
have been defined for treatment group 'Group 1'. Pleas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 for
further advice.)（此计划不能成功导出至 DICOM。（已经为治疗组“Group 1”定义了多个分次
计划。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获得进一步建议。））

This plan cannot be exported successfully to DICOM. (IMRT beam 'IMRT 1' has 0 monitor
units.)（此计划不能成功导出至 DICOM。（IMRT 射束“IMRT 1”MU 值为 0。)）

This plan cannot be exported successfully to DICOM. (IMRT beam 'IMRT 1' has a se‐
quence with 0 segments.)（此计划不能成功导出至 DICOM。（IMRT 射束“IMRT 1”序列的子野
数量为 0。)）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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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 退出治疗计划步骤

一般信息

一旦您在 Treatment Planning 步骤中完成修改，则可以继续下一步操作。

移至下一步骤

在 Navigator 区域中，单击 Go to... 或 Next。

刷新 MU 计算

图 182 

在继续下一个治疗计划步骤之前，您必须单击 Refresh MU 来更新 MU。如果您忘记这样做，软件
将显示上述提示来提醒您。

计划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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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使用模板

一般信息

通过 iPlan RT Dose，您可把治疗计划配置保存为模板。这样便能为其他治疗病例应用同样的配
置。

应用情形

您治疗患有同一种病变的许多患者：您已经建立了一个治疗这种特定病变的方案或“ 佳实践”
（例如来自特定方向的五个适形射束或特定的适形弧设置）。您随后可以将这种计划设置用作模
板，加速治疗计划定义。

如果您执行 IMRT 治疗，您可能已经定义了特定 OAR 对象的限制或目标，这会在 DVH 中产生特定
的曲线。您随后可使这些决定用作限制模板，从而可在 Prescription 对话框中选用，以方便地应
用于这些对象。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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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 保存治疗计划模板

保存治疗计划模板

您完成了治疗计划（包括处方和射束/弧设置）后，您可以将此治疗计划保存为模板，用于后继治
疗。

随后，所得的模板可在创建治疗计划过程中供用户选择（请参见第 150 页）。

如何激活模板功能

步骤

1.

要激活模板功能，在功能区中右键单击计划名称。

2.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Save as plan template ... 打开 Save 对话框。

3. 在相应字段中定义新模板名称。

4.
In addition save as Treatment Template(s) separately：如果选择了此选项，在当前
治疗计划中定义的射束和弧设置会保存在单独的模板中，供治疗组创建期间选择（请参见
第 170 页）。

5.
In addition save as Constraint Template(s) separately：如果选择了此选项，在当前
治疗计划中定义的限制设置会保存在单独的模板中，供处方定义期间选择（请参见第 154
页）。

使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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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单击 Save 创建选定的模板。

模板中存储的信息

要素 功能

治疗组

• 机器设置，如直线加速器制造商和型号，准直仪类型和能量。

• 选定治疗组的等中心坐标所定位于的 PTV 对象。

• 指定给治疗组的 PTV 对象（请参见第 167 页）。

• 照射设置模板中定义的射束或弧设置（请参见第 281 页）。

处方信息（例如 PTV 或
OAR）

• 您指定给对象的对象类型（PTV/Boost/OAR Type 1/OAR Type 2/OAR
Type 3，常规）。

• DVH 限制（请参见第 279 页）。

• 对于每个 PTV 和补量对象，每个分次的绝对剂量和规定的分次数
量。

在计划创建期间，仅当选中 Load prescription only 复选框时，才
会从模板中装载这些项（请参见第 151 页）。

使用治疗计划模板

如果您为治疗计划应用了计划模板，软件会搜索治疗计划以查看是否包含模板中参照的对象。

• iPlan RT 首先搜索对象名称。

• 如果失败，iPlan RT 会搜索对象类型。

如果当前治疗计划中包含的对象名称或对象类型与计划模板中所含的信息不符，将会显示一条消
息，询问您是否仍然要应用模板。

根据模板试图为缺失对象创建的信息，模板应用程序可能不能正确执行（例如模板试图将治疗组定
位在 PTV 内，但找不到 PTV）。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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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 管理治疗计划模板

一般信息

一旦创建了治疗计划模板（请参见第 276 页），则可在专门的对话框中对其进行管理。

如何访问 Manage 对话框

要为治疗计划模板显示 Manage 对话框：

选项

单击 Create Plan 对话框中的 Manage ...（请参见第 150 页）。

在 Functions 选项卡中选择治疗计划对象 (RTPlan)，然后单击 Plan Templates 中提供的 Ma‐
nage 按钮。

Manage 对话框

图 183 

如何管理治疗计划

步骤

1. 在 Template 列表中，高亮显示您要删除或编辑的模板。

2. 单击 Remove，从列表中删除高亮显示的模板。

3. 单击 Apply 更改模板的名称。

4.
如果手动将文件复制至模板目录，或将其从模板目录中删除，单击 Refresh Index 更新模
板列表。

5. 单击 Close 退出 Manage 对话框。

注 : 如果检测到无效文件（如错误的格式或版本），这些文件不会添加到列表，系统会显示相应
的错误消息。
 

使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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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 限制模板

一般信息

在 Prescription 对话框中，您可以将当前的限制和目标设置保存为模板，用于后继使用（请参见
第 166 页）。

当保存治疗计划模板时，也可保存单独的限制模板（请参见第 276 页）。

随后可在处方定义过程中选择这些限制模板（请参见第 166 页）。

PTV 和补量对象的限制模板

此类模板表示三个 DVH 限制点的相对剂量和相对体积。

此外，它们还表示每个点是定义为限制还是目标。

图 184 

无论对象的绝对处方剂量和新 PTV 的体积，在应用模板时根据模板中存储的比率来设置限制点。

对于 PTV 将会保存相对剂量，对于 OAR 则会保存绝对剂量。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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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其他对象的限制模板

图 185 

此模板包括如下保护等级值和限制点列表：

• 为每个点存储体积率和绝对剂量

• 此外，也会存储有关点是优先限制还是目标的信息

• 无论对象的体积，在应用模板时根据模板中存储的比率来设置限制点

使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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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 保存照射设置模板

一般信息

在治疗组设置过程中，可应用射束和弧设置模板（第 170 页）。

如何激活模板功能

步骤

1.

要激活模板功能，在功能区中右键单击所需的治疗组。

2.

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Save as treatment template ... 打开 Save 对话框。

3. 在相应的区域中，定义 Site、Name 和 Comment。

4. 单击 Save，创建一个包含所选治疗组的射束或弧设置信息的模板。

注 : 当保存治疗计划模板时，也可为射束和弧设置保存单独的模板（请参见第 276 页）。
 

模板中存储的信息

模板中包含每个元素（射束或弧）的以下信息：

• 射束或弧的名称

使用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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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床角度

• 权重（仅适用于非 IMRT 射束）

• 边距

• 准直仪直径（圆弧）

• 准直仪角度

• 机架角度（弧的机架开始和停止角度）

• 重叠（圆弧和适形弧）

注 : 角度的存储遵循 IEC 61217。当此模板应用于机器设置时，如果设置使用的角度转换与用于
生成模板的规则不同，则显示的值可能不同。但放射源的实际房间位置相同。
 

使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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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 管理照射设置模板

一般信息

一旦创建了照射设置计划模板（请参见第 281 页），则可在专门的对话框中对其进行管理。

访问 Manage 对话框

要显示 Manage 对话框，右键单击 Functions 区列表中的治疗组（请参见第 178 页），然后选择
Manage treatment templates ...。

Manage 对话框

图 186 

如果管理照射设置模板

步骤

1. 在 Template 列表中，高亮显示您要删除或编辑的模板。

2. 单击 Remove，从列表中删除高亮显示的模板。

3. 单击 Apply 更改模板的名称。

4.
如果手动将文件复制至模板目录，或将其从模板目录中删除，单击 Refresh Index 更新模
板列表。

5. 单击 Close 退出 Manage 对话框。

注 : 如果检测到无效文件（如错误的格式或版本），这些文件不会添加到列表，系统会显示相应
的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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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查看治疗计划内容

一般信息

在某些计划步骤中，在单独的 Plan Content 选项卡页面提供有当前治疗计划内容的概述。

Plan Content 选项卡

图 187 

布局

Plan Content 选项卡划分为左侧的数据树和右侧的 Properties 区。

浏览数据树

选项

要展开数据树的一部分来查看所包含的患者数据，单击相应的图标。

要关闭数据树的一部分，单击相应的图标。

要选择数据树中的一项，单击它。

根据当前显示的项数量，在数据树的右侧提供一个滚动条。

查看治疗计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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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树内容

要素 功能

2D Image Sets 在导入患者数据中包含的 X 射线影像

Image Sets CT、MR 和其他 3D 影像数据（例如 PET）

Objects 如分割的解剖结构和 3D 纤维对象等对象

Points of Interest 为治疗计划定义的感兴趣点

RTPlan 治疗计划中包含的治疗组和治疗元素在 RTPlan 下列出

对象状态

以下图标用于表明显示状态：

状态

如果激活了一项，在数据树中此项旁边将会显示睁开的眼睛图标。

如果取消激活了一项，在数据树中此项旁边将会显示闭合的眼睛图标。

如果数据树包含激活和取消激活的项，在数据树顶部将会显示一个半睁半闭的眼睛图
标。

• 要取消激活一项，使其不显示在计划视图中，单击数据树中相应的睁开眼睛图标。

• 要将其重新激活，单击相应的闭合眼睛图标。

显示属性

对于当前在数据树中选中的项，Properties 区提供了以下额外信息：

• 所选项的影像视图，带有其他显示功能（如果适用）

• 详细信息，随所选的项而变化

通过单击数据树中相关项旁边的图标，可以显示当前选定项的属性：

修改属性

要更改计划内容中某一项的属性，单击数据树中相关项旁边的图标：

属性 请参见

影像集 第 450 页

对象 第 109 页

感兴趣点 第 221 页

计划 (RTPlan) 第 152 页

治疗组 第 182 页

治疗元素 第 185 页

使用治疗计划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285



查看治疗计划内容

286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9 IMRT 优化
9.1 IMRT 是什么？

一般信息

调强放疗 (IMRT) 在一个复杂的治疗中综合了多门学科。目标是对标靶体积照射调强（不均 ）射
野。这些强度可进行修改，以便产生符合指定目标的累计剂量分布。调强射束包含由多叶准直器
(MLC) 生成的许多子射束。

治疗计划

常规的治疗计划是一种正向设计，计划者确定所需的照射射束和剂量。然后，治疗计划软件会计算
剂量分布。

通过 IMRT 可以执行逆向计划，即设定 PTV 和危及器官的剂量目标。然后，软件计算优化的计划
以实现这些目标。iPlan RT Dose 生成四个备选计划以及不同的危及器官权重（无、低、中、
高）。

治疗递送

剂量可进行动态照射，也可采用静态分步调强的方式进行照射。

• 通过动态照射，准直器叶片可在治疗过程中利用滑窗技术进行自动调整。

• 通过静态分步调强技术，可使用多个子野来照射所需的剂量。

因为剂量可根据 PTV 形状进行定制，这就 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周围组织和危及器官的辐射，IMRT
尤其适合临近或环绕关键器官的标靶。

使用目标

IMRT 仅考虑对象状态为 PTV、Boost 或 Organ at Risk (OAR) 时的剂量体积限制。补量对象是
PTV 的一部分，但比周围的 PTV 组织获得更多剂量。

所有 MLC 适形在射束设置定义期间完成。借助定义的边界，可依照 PTV (CIAO) 对所有射野形状
进行优化。

安全注意事项

在逆向计划中，无法保证指定的目标和限制能够得以保持。因此必须执行 终验证，包括所有标准
检查。

由于调强放射治疗的特殊性质，必须执行额外的质量保证工作，包括验证优化和叶片排序结果、特
殊患者措施和剂量验证。

IMRT 优化后的修改

您可以优化单个的 IMRT 或 HybridArc 治疗组，然后返回 Treatment Planning 步骤添加新组。

IMRT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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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 IMRT 优化前建议的准备工作

• 验证 MLC 射野形状覆盖整个 PTV。如果需要，必须旋转 MLC，使 MLC 充分覆盖整个 PTV。

• 选择适当的 PTV 边距。IMRT 算法将尽可能精确地完成不同对象的目标，但是不会执行优化以获
得可实现的 佳 PTV 适形指数。

- 如果 PTV 边距过大，则 CIAO 野就过大，并且可能会使用高剂量照射过多体积，从而造成高
适形指数。IMRT 算法可优化开放 CIAO 野（即在 IMRT 射束优化前显示的形状）的射束通
量。

- 如果选择的 PTV 边距过小，则 CIAO 野的射束半影区与 PTV 区域重叠。在这种情况下，
IMRT 算法可能必须在射野的边界使用热子束来补偿射野大小不足，从而导致不必要的额外高
剂量区和高适形指数。

注 : 如果使用的 PTV 边距超出建议的范围，则在 IMRT Parameters 对话框的信息区将会显示一
条信息性消息。
 

IMRT 工作流程

步骤

1.

通过在功能区进行选择，并单击鼠标右键显示上下文菜单，选择要优化的治疗组。激活
Selected for IMRT Optimization 选项。

• 已优化的治疗组标记有勾号 ①。

• 待优化的治疗组标记有箭头 ②。

①

②

2.
单击 Next 继续至 Dose Optimization 步骤。随后将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其中显示适于优
化的组。

3. 设置在第 289 页上讨论的参数。

4. 对选中的组执行优化，如第 295 页上所讨论。

5.

返回 Treatment Planning 步骤，在此可以：

• 添加新组

• 重新归一化

• 使用更改的目标重新优化

• 执行其他选项

IMRT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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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设置 IMRT 参数

9.2.1 IMRT Parameters 对话框 - 主要设置

一般信息

启动 Dose Optimization 计划步骤后，将会显示一系列对话框，在其中可优化治疗计划中定义的
IMRT 治疗组的剂量分布。

在剂量优化期间，所有算法可在多处理器计算机上同时执行。这样便可灵活地修改输入参数，特别
是在逆向计划优化过程中。

IMRT Parameters 对话框

图 188 

Calculation Grid

精细的 Calculation Grid 设置极为重要，以便能够为适应症提供足够精确的剂量分布。

要素 功能

PTV Dose Grid Size
为优化中所含的 PTV 设置网格大小。PTV 网格大小必须小于或等于子
束大小。

OAR Dose Grid Size
为优化中所含的 OAR 设置网格大小。OAR 网格大小大于或等于 PTV
网格大小。

Finer for Small Ob‐
jects 

激活此选项，标准网格大小将会根据所选对象的体积自行调整。这对
于较小的对象尤其有帮助。

选中的对象显示在 Finer for Small Objects 复选框下方的列表中，
在每个病例中显示用于每个对象的实际网格大小。

如果您需要精确计算较小的 PTV 和粗略计算 OAR，在颅脑应用中将 PTV Dose Grid Size 设置为
2.0 毫米和将 OAR Dose Grid Size 设置为 2.0 毫米很有帮助。默认网格大小设置为在 RTPlan
属性中定义的网格大小。

IMRT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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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Settings

在单独的对话框中，可编辑其它计算设置（请参见第 292 页）。

要访问这些设置，单击 Advanced Settings。

Number of Beamlets

图 189 

启动 Dose Optimization 计划步骤后，系统会计算每个对象的网格信息。在 Information 区域中
将始终显示 n/a（不适用），直至计算完成。根据具体情况，还会提供子束的数量和其他信息，例
如使用条野、合并叶片和欠佳的 PTV 边距。

极细小网格的选用受到所用计算机可用内存和速度的限制。但是还会存在算法限制，因为您定义的
PTV 网格大小不能超过所选 MLC 小叶片厚度的两倍。

如果 PTV 网格大小超过叶片厚度，两个叶片将会合并。这会显示在信息区域中。

安全注意事项

若将计算网格大小设置为需要大量内存的极端值，可能会导致系统不稳定。

Linac Specific Settings

Linac Specific Settings 区域包含可用加速器数据资料的概况列表。如果只有一个设备，则会默
认选中。

图 190 

要素 功能

Dose Rate 为当前治疗组选择首选的叶片排序剂量率。

设置 IMRT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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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功能

Beamlet size max.

定义所使用子束的 X 维。系统保证仅使用小于或等于设定值的子束。
所有 X 射束均会自行调整以 好地匹配适形。每个子束的 Y 维自动
设置为叶片厚度。请参见 图 191。

Brainlab 建议您不要将子束大小的 大值调整至过小（相对于计算网
格大小）的值。将大小降低为较小值未必能够进一步改善整个计划的
质量。

非常小的值可能使结果变差，因为单个子束的剂量不影响任何计算网
格点，因此不可能对其执行有益的优化。

Align Beamlets

激活此复选框时，所有子束大小对应于 Beamlet size max. 下指定的
值。它们全部是相同的 X 维，它们对准的方式是子束边界要保证位于
等中心（零）位置。此功能对于具有超程和交错等硬件限制的 MLC 尤
为重要。

请参见第 306 页。

No. of Overlap Beam‐
lets

重叠子束仅适用于条野。

Dynamic/Step-and-Shoot
选择动态或静态分步调强。（请参见第 287 页的说明）。IMRT（尤其
是动态 IMRT）是否可用，取决于相应的硬件配置。

Segments
定义用于动态或静态分步调强的子野数量。IMRT（尤其是动态 IMRT）
是否可用，取决于相应的硬件配置。

Use Tongue-and-Groove
Optimization

激活此复选框可提供适当的叶片同步，以相邻叶片对的开口来优化子
野大小。

Brainlab 建议您激活此选项，因为优化和未优化的照射之间存有显著
差异。

请参见第 305 页。

子束尺寸

图 191 

安全注意事项

在验证过程中应当决定是否需要舌槽优化，以避免在 PTV 中出现剂量不足。

从技术角度而言，并非总能将关闭的叶片对移至铅门后方。用户应当认真检查关闭的叶片对是否已
经置于铅门后方。如果没有，用户应当自行判断由此引起的剂量泄漏是否可以接受。

IMRT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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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IMRT Parameters 对话框 - 高级设置

如何配置高级设置

单击 IMRT Parameters 对话框中的 Advanced Settings 以查看下面的对话框：

图 192 

正常组织限制

如果您激活 Use Normal Tissue Restriction 复选框，您可以编辑两个边界来创建一个覆盖所有
PTV 的虚拟对象。

①

②

图 193 

要素 功能

Normal Tissue Dose
Grid Size

定义用于计算的网格大小。默认值是 PTV 网格大小的两倍。它必须至
少等于 OAR Dose Grid Size。

Margin around PTV w/o
restriction

您可以在每个 PTV 周围定义一个不受限制的区域（单位为毫米）
（①）。此区域可接收更高的剂量，以便 PTV 边界附近的剂量能够降

低。

Margin around PTV with
Restriction

您可以在 PTV 周围定义一个被视为危及器官的区域（②）。

激活 Use Outer Contour 复选框，忽略在 Margin around PTV with
restriction 中定义的区域。此时，将会使用所定义外部轮廓内的所
有组织。

设置 IMRT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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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p Edge Smoothing

使用 Sharp Edge Smoothing 区域中的 Filter Parameter 滑块定义通量变化值。

Filter Parameter 是一个用于优化的非常重要的输入项。该值越高，沿着一个叶片对产生的子束
的通量变化越平稳。可选的值范围为 1-5%。如果小心应用，整个范围都非常有用。然而，在某些
情况下，较大的值可能会产生欠佳的结果。有关此参数的更详细解释，请参见第 304 页。

图 194 

Hot Beamlet Restriction

在 Hot Beamlet Restriction 区域中，您可定义热子束限制的 大百分比。

如果结果显示许多热子束（例如若入射区域的剂量特别高），您可在优化过程中限制这种热行为。
在流程之初，系统计算相若适形野治疗的必需 MU 量。此处设置的参数决定允许由 IMRT 计算得出
的 MU 结果超出标准适形射束治疗 MU 结果的 大百分比。特别低的值可能很难实现，并可能导致
不满意的结果。

图 195 

在 Hot Beamlet Restriction 区域中，使用 IMRT MU Result above Conformal Beam MU w/o
IMRT 微调框可增加或减少热射束限制的 大百分比。

• 在计划优化过程中，相应的子束信息显示在 Dual Mix 选项卡中（请参见第 295 页）。

• 要减少子束 大权重，使用 Hot Beamlet Restriction 参数而不是正常组织限制。使用此限制
必定可 好地减少热子束。这是首选的方法，而且所需的计算时间要短于采用限制边界扩展 PTV
的时间。

IMRT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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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IMRT Prescription 对话框

一般信息

一旦您完成在 IMRT Parameters 对话框中的设置，然后单击 Next，就会显示 IMRT Prescription
对话框。

在 IMRT Prescription 对话框中，您可验证处方参数，如需要可进行修改。例如，您可以为将包
含在 IMRT 剂量优化中的每个分割 PTV、OAR 或 Boost 对象定义剂量体积目标。

PTV 处方

图 196 

此对话框中的设置在第 154 页上进行说明。

OAR 处方

图 197 

除了 OAR 目标外，如果 PTV 与 OAR 重叠，您还可以指定额外的 Overlap Guardian。

设置 IMRT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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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执行优化

一般信息

在 Dose Optimization 屏幕的计划区域，您可以看到 Dual Reconst、Dual Mix、Dose Overlay
和 Plan Content 选项卡。

安全注意事项

在针对 IMRT 优化了计划后，若更改治疗计划（如体素对象），则可能会更改 IMRT 结果的初始质
量。因此，建议重新进行优化。

在执行 IMRT 优化前，验证射束方向观的铅门设置，确保 PTV 未被任何铅门覆盖。

IMRT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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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Dual Mix 选项卡

优化计划

Brainlab 的 IMRT 概念不同于标准 IMRT，您可通过它比较多个不同的计划，从而选出 佳计划。
其中创建了四个备选计划，您可以在计划视图中予以比较：

计划 危及器官权重

OAR High 高

OAR Medium 中

OAR Low 低

PTV Only 无

Dual Mix 选项卡 - 主屏幕

①

②

③

图 198 

编号 要素

① 影像切层

② 通量图

③ 剂量体积直方图

比较计划

使用 Comparison 和 Selection 滑块比较计划：

滑块 说明

Comparison 所选计划的通量图、切层和 DVH 显示在屏幕左侧。

Selection 所选计划的通量图、切层和 DVH 显示在屏幕右侧。

执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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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分布

您可以单击 Show Dose 按钮在切层视图中查看每个所选计划的剂量分布。请参见第 201 页。

您可以使用 Zoom In/Out 功能更改切层视图的缩放系数。它不会重新居中。

如何查看每个射束的通量图

使用 Functions 区中的 Status Display 滑块切换状态显示，以显示每个射束的通量图。

通量图

每个所选计划都会显示一幅通量图。

在优化期间，这些图将会持续更新，显示实际的通量分布情况。此外，还会显示每个射野的迭代次
数和计算出的 MU 值。

在通量图中，较暗区域所获得的射束强度 大。射束强度较低的区域颜色较浅。由于 MLC 透射，
即使周围区域也并非完全白色。

使用 Zoom In/Out 功能可更改重建显示的缩放系数。通过结合视图中十字的同时摆位功能（在十
字附近单击鼠标左键并拖动至目标），可更为精确地显示关键区域。

DVH

您可以查看每个所选计划的每个 OAR、PTV 和 Boost 对象的 DVH：

步骤

要查看对象的 DVH，在 Status Display 下方的列表中选中它。

当向前计算完成时，在 Dual Mix 选项卡底部视图的两个剂量体积直方图中将会显示精确的 DVH
值。要查看这些值，将鼠标移动至相应的图形 DVH 中。

此功能类似于通过工具栏 Open DVH Dialog 按钮激活的剂量体积直方图中的功能。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207 页。

DVH 图示会根据当前结果定期更新。在完成一个计划后，将会显示得到的剂量分布结果。

初优化结果不能用于 终计划比较和决定。而是应使用向前计算结果。

如何选择结果

在优化完成后，从 Select Result 区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结果（OAR High、OAR Medium、OAR
low 和 PTV only）。

验证 MLC 射野形状覆盖整个 PTV。此外，验证所选的 MLC 是否适合 PTV，即 MLC 射野形状的大
小足以包含 PTV，叶片的大小适合 PTV 形状。验证准直器旋转，如果使用条野，验证整个 PTV 被
相邻条野所覆盖。如果勾画的 PTV 未完全放在 MLC 孔径内，软件将会计算过高的机器跳数，以试
图完成处方。

通过单击 Show Dose 按钮，可显示等剂量设置用于验证。IMRT 等剂量显示与标准治疗视图中的显
示相同（请参见第 201 页）。

Current Calculation

在 Current Calculation 区域：

选项 说明

Accept
在计算过程中，您可以确认和保存优化，然后继续下一个优化。仅当计算正在运行
时，此按钮方可使用。

IMRT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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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Pause
在计算过程中，您可以拒绝优化，将其删除，然后继续下一个优化。仅当计算正在
运行时，此按钮方可使用。

Finish
如果结果令人满意，您可以在计算过程中单击以结束优化，而不继续下一个优化。
仅当计算正在运行时，此按钮方可使用。

Remove 一旦优化完成，将会显示一个按钮，允许您删除不需要的结果。

不应当将未完成优化的 IMRT 计划用于治疗。

Accept 和 Pause 功能不适用于仅针对 PTV 的优化，因为需要完整的结果作为其他优化的输入
项。

处方区域

要素 功能

Change Objectives
您可以打开 IMRT Prescription 对话框（请参见第 294 页）和更改用于
IMRT 剂量优化的目标。然后单击 OK 仅优化相关的结果。跳过或删除的
结果不会进行修改。

Restart 您可以重新开始整个优化计算，包括更改网格大小等。

向前计算

在优化比较过程中，首先执行逆向计划优化，随后执行向前计算，以提供真实的结果。

一旦逆向计划完成，随即将会运行叶片排序程序，并创建极为精确的子束权重通量图。通量图将用
来计算剂量分布（使用笔形射束剂量算法）。这样可很好地估算可能的结果，因此应当用于计划比
较，并作为治疗计划的基础。

向前计算的状态可通过观察剂量分布来检测。剂量显示与常规剂量显示相似。一旦所有向前计划完
成，您可使用 Dual Reconst、Dual Mix 和 Dose Overlay 选项卡比较不同的结果。

执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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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剂量覆盖

Dose Overlay 选项卡

图 199 

Dose Overlay 选项卡提供三种视图，分别显示当前切层集、体积的剂量体积直方图和所选结果/对
象的剂量百分比。

IMRT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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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双重建

Dual Reconst 选项卡

Dual Reconst 选项卡显示每个所选方位和所选结果的切层视图。

图 200 

比较计划

使用 Comparison 和 Selection 滑块比较计划：

滑块 说明

Comparison 在屏幕左侧显示所选计划的三个切层视图。

Selection 在屏幕右侧显示所选计划的三个切层视图。

视图选项

在每幅影像的左上方提供以下按钮：

• Full Screen 用于全屏显示切层。

• Open DVH Dialog 用于显示对象的 DVH。相较于主屏幕中显示的对象列表，DVH 对话框显示所有
对象，因此您可以检查那些不直接属于 IMRT 进程的对象的 DVH。

如何比较剂量分布

步骤

1. 单击任何剂量显示按钮，查看每个切层中的剂量分布。

2.
从 Comparision 和 Selection 滑块中选择一个结果，查看不同结果之间的剂量分布变
化。

3. 从下拉列表中选中计划后，可将其用于后继步骤。

4.
一旦对剂量优化结果完全满意，可根据需要转至 Treatment Planning 任务执行 MU 调整
（请参见第 143 页）。

执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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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有计划信息保存在治疗计划中，因此一旦治疗计划完成，可将所有临时 IMRT 缓存文件从
Windows Explorer（Windows 资源管理器）的临时文件夹中手动删除。您可删除这些缓存文件的原
因是：它们的唯一用途是加速优化进程。在两周的默认时段过后，未使用的缓存文件将由软件自动
删除。

根据您的计划系统、记录和验证系统以及直线加速器的集成情况，摆位光野可以输出为每个 IMRT
叶片序列的第一个子野。这允许关联 MLC 叶片序列与待验证的射束角度和 MU 设置。由于照射控
制系统的局限性，此摆位光野可能导致高于预期的剂量。

IMRT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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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IMRT 算法

一般信息

相较于适形射束治疗，调强放射治疗 (IMRT) 采用强度分布不均 的射束。强度分布通过逆向计划
算法进行计算，并予以优化，以便尽可能精确地实现标靶体积和危及器官的优化目标。射束的调制
通过计算多叶准直仪的移动叶片顺序来实现。

算法信息

iPlan RT Dose IMRT 解决方案所用的算法可分为几个亚组：

• 预计算（对象和子束计算，请参见第 303 页）

• 逆向计划优化（包含多个结果，请参见第 304 页）

• 叶片排序（在优化期间和之后使用，请参见第 305 页）

• 向前计算（请参见第 307 页）

笔形射束算法可用于计算多叶准直仪照射的调强射束 终剂量。对于每个射束，均通过小子野汇总
出二维强度曲线或通量图，如需要，可将叶片漏射和叶片动态考虑在内。

IMRT 算法可考虑其他治疗组的适用剂量分布或导入的剂量体积，优化 IMRT 射束以尽可能精确地
满足不同对象的约束条件。

然后，每个射束通量图 φ0 与笔形射束卷积核进行卷积，并计算 IDD。在计算所有射束提供的总剂

量时，其方法与采用修改后非均 通量图的适形射束治疗相似。 

通量图示例

本例中使用 PTV 轮廓和叶片位置：

图 201 

IMRT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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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 预计算

体素关系

①

②
③

④

图 202 

编号 要素

① 正常组织

② OAR

③ PTV

④ Boost

外部轮廓内所有体素的体素关系：

• 补量区的所有体素为补量体素

• PTV 减去补量区的所有体素为 PTV 体素

• OAR 中的所有体素为 OAR 体素

• PTV 和 OAR 重叠区域中所有体素的处理取决于您的 OAR 重叠保护度设置（请参见第 294 页）

• 正常组织区域中的所有体素为正常组织体素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Wu 2000 的 G + H 章节。

子束预计算

子束的计算程序如下：

• 使用指定的边界计算相应 PTV 周围每个射野的适当形状。不使用任何 OAR 信息。

• 使用子束网格大小将形状拆分为较小的子束。形状可能因舍入问题而有所扩展（使用向上舍
入）。

• 对于所有对象体素的中心和所有逆向 CIAO，软件将会计算初始的剂量影响用于透射校正。

• 对于所有对象体素的中心和所有子束，软件将会计算初始的剂量影响。如果此剂量影响低于特定
的阈值，则不会直接考虑将其用于逆向优化。

单个子束的剂量计算使用笔形射束测量 CIAO 的等效方野。这是提供向后计算和向前计算之间对应
关系的 佳途径。

IMRT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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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逆向计划优化

一般信息

逆向计划引擎结合使用 大似然估计 (MLE) 和动态变化罚则，得到了 Dynamically Penalized
Likelihood（动态惩罚似然，DPL）算法 (Llacer 1997)。此外，还在目标函数中应用了 Bayesian
平滑约束。

算法

DPL 算法所用的目标函数（格式类似于 log）如下：

B a( ) Fijaj di Fijaj
j
 
 
 

di!( )log–log+
j
–

wiβ i Fijaj si–
j
 
 
  2

α aj λ kak
k Nj∈
–

 
 
  2

j
–

i S∈
–

i D∈
=

优化程序的目标是确定子束通量的矢量：

a aj( )=

以便得出此目标函数的 大值。这些通量 aj 乘以所有子束总和的体素 i 上子束 j 的影响 Fij，得

出投射到剂量域 ΣjFijaj 上的通量。优化约束分别对 PTV (D) 和敏感组织 (S; OAR) 中的每个体素

定义了所需的剂量值 di 和 si。

大值求解将会重复执行，如 Llacer 1997 中所述。对于此流程，在每次迭代中均会更新 OAR 区
域中定义的惩罚参数 βi。iPlan RT 提供的四个优化结果之间的差值表现为惩罚参数 βi 的权重

w。权重 wi 本身是其他三个权重的乘积：

wi wOARLevelwguardian_iwpriority_i=

根据优化阶段中 OAR 的优先级（p = 0:"OAR Low"、p = 1:"OAR Med" 和 p = 2:"OAR High"），

采用以下公式调整权重：

wOARLevel_i 10 p 1–( )=

此外，对于带有 wguardian_i（介于 0 到 1 区间）的特定 OAR 对象，wi 还取决于选中的 OAR 保护

度。OAR 保护度 66% 对应于保护度权重 0.66。根据 OAR 目标是否被优先考虑，罚则 wi 会额外增

加：优化后，wpriority_i 为 100。否则为 1。

此公式中 后一项是一种用于滤波的 Bayesian 惩罚函数 (Llacer 1998)。子束通量 j 相对于邻近

子束通量 Nj 的偏差得出此惩罚项。相邻子束的影响使用参数 λk 进行加权。优化结果的总体平滑

度可以使用 Sharp Edge Smoothing 中的 Filter Parameter 进行调整（请参阅逆向计划向导），
在上述公式中以 α 表示。

结论

由此公式中可以看到，结果的灵活性主要是基于非常具体的剂量约束设置的使用。事实上，在每个
优化步骤前，每个体素的约束会动态进行修改。通过这种方法，可使用任何类型的约束定义函数。
在 iPlan RT 中，约束设置限于定义 DVH 中多个样本剂量体积组合（优化目标）。

这种优化方法的一大优点是在优化过程中使用上述 Bayesian 过滤法 (Llacer 1998)。平滑化仅在
叶片行程方向使用子束的相邻关系来执行。

为了在优化过程中减少出现热子束（强度非常高）的可能性，此流程使用了热子束限制（上限）来
限制指定通量值的算法。这种热子束限制与相应的适形野有关，因此会顾及每个射束的组织深度。

IMRT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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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叶片排序

一般信息

叶片排序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 叶片移动以照射通量

• 舌槽优化

• 透射计算

• 根据需要避免交错

叶片移动

舌槽 (TAG) 优化可同步每个叶片对的移动启动。在照射之前和之后，叶片对立即移动至主要夹片
后方。

• 不使用 TAG 优化的标准程序同时启动所有叶片对。

• 相较而言，TAG 优化计算 佳起始点，以使每个子野的 大连续野大小开放。

舌槽优化

1 2 3 4

①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图 203 

编号 要素

① 叶片对

② 叶片运动方向

③ 基本通量图

④ 不使用舌槽照射

⑤ 使用舌槽照射

IMRT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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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要素

⑥ 子野（MLC 叶片的时间选择）

了解 TAG 优化

TAG 优化结果可用于计算每个射野的总照射。此照射与每个射野 大强度所代表的初始照射具有特
殊关系。这种关系整合到逆向计划流程来计算正确的透射剂量，并且可用于提供更加精确的向前计
划。

限制

根据特定治疗递送系统的性能，叶片序列可能不能准确再现优化的通量分布。如果您的 MLC 存在
硬件限制，如缺少交错、超程受限或静态叶片缝隙（如 Siemens 3-D MLC 和 Elekta MLCi），单
个子野的形状可能达不到期望水平。这些属于硬件限制，因此不能被克服，尽管叶片定序器可针对
无交错 MLC 和静态叶片缝隙执行特殊优化（旗杆优化）。

IMRT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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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 向前计算

基本概述

向前计算基于叶片排序，但笔形射束算法为此使用通量图。 终通量图的创建采用模拟真实叶片运
动的方法，甚至对于动态叶片序列也是如此。

静态分步调强方法将不同的子野相互叠加。而动态方法模拟叶片的线性运动，精确设置正确的开口
跨度。

这些程序皆在非常精细的网格上完成， 终转换成笔形射束网格（卷积核大小）。

对于 终验证计算，也可使用 Monte Carlo 算法。

有关笔形射束剂量和 Monte Carlo 算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技术参考指南 Brainlab 物理原理。

IMRT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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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孔径优化

9.5.1 概述

一般信息

您可以为 (HybridArc) 治疗执行孔径优化。这与调强放疗 (IMRT) 紧密相关。如同 IMRT 治疗一
样，在一段时间内根据 PTV 和危及器官的指定逆向计划目标来修改射束形状，从而照射射束。

与 IMRT 不同，射束强度不是在固定机架位置期间进行修改，而是在弧形运动过程中进行修改。孔
径优化算法可计算动态适形弧的优化计划形状，以实现指定的目标。

技术

动态适形弧治疗在弧形运动过程中采用叶片自适应。每个这种弧均使用机架跨度步进大小为 10°
的控制点，其中可指定特定于此射束方向的计划形状。MLC 叶片适应不同的计划形状，同时顾及
MLC 叶片运动的机械特定限制。

现在，孔径优化技术决定了此类可满足预定义 IMRT 目标的计划形状。

孔径优化类似于优化若干个共平面的 IMRT 射束：首先优化射束通量，然后将这些通量转换成叶片
模式。在孔径优化期间：

1. 每个控制点的射束形状细分为特定弧的通量子束。

2. 优化算法会考虑到所有其他控制点，决定每个控制点用于完成期望目标的 佳通量模式。与
IMRT 通量模式不同，孔径优化通量仅使用两个通量子束水平：充分照射和根本不照射。此图中
显示控制点的孔径优化通量模式。

图 204 

3. 所得到的控制点通量模式用于生成特定的计划形状。

4. MLC 叶片适应优化的计划形状，同时顾及 MLC 叶片运动的机械特定限制。

调整孔径优化参数

优化结果（OAR 使用较低、中等和较高优先级保护）可以在治疗组的上下文菜单中进行选择。

弧形子束分辨率取决于 小的适用 PTV 体积和调整后的剂量计算网格大小（请参见第 205 页）。

PTV 和 OAR 的逆向优化计算网格大小设置为 RTPlan 属性中定义的网格大小（请参见第 194
页）。

在逆向计划中，无法保证指定的目标和限制能够得以保持。因此必须执行 终验证，包括所有标准
检查。

调整优化的计划形状

在孔径优化或 IMRT 优化 HybridArc 后，仍然可以修改计划形状，进一步微调所得到的剂量分布
结果。

孔径优化

308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注 : 为了将计划形状重置为初始的未优化形状，您必须重置孔径优化结果。对于孔径优化的
HybridArc，不能将对计划形状的任何手动更改重置为初始的已优化计划形状。
 

IMRT 优化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309



孔径优化

310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brainlab.com

文件编号：60912-74ZH

*60912-74ZH*



iPLAN®
RT
版本 4.5

临床用户指南，第 2 卷，共 2 卷
修订版 1.5
Copyright 2016，Brainlab AG Germany。保留所有权利。





目录
一般信息................................................................................. 15

联系方式和法律信息.......................................................................... 15

联系方式 ....................................................................................15

法律信息 ....................................................................................16

符号 ......................................................................................... 18

本指南中使用的符号 ..........................................................................18

预期用途..................................................................................... 19

使用系统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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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inlab 医疗器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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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Brainlab 医疗设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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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Brainlab 医疗软件........................................................................ 26

培训和文档................................................................................... 27

文档........................................................................................ 28

第三方硬件上的 iPlan RT .................................................................... 29

安全注意事项 ................................................................................ 31

iPLAN 工作站设置 .................................................................... 33

系统规格..................................................................................... 33

工作站基础知识 ..............................................................................33

硬盘和网络驱动器 ............................................................................34

远程客户支持 ................................................................................35

使用 iPLAN RT......................................................................... 37

启动软件..................................................................................... 37

应用程序的访问限制 ..........................................................................39

治疗计划概述 ................................................................................ 41

计划屏幕基本设置 ............................................................................ 42

Navigator 区 ................................................................................44

功能区 ......................................................................................46

常规工具栏和功能按钮........................................................................ 47

保存您的治疗计划 ............................................................................ 49



退出 iPlan RT ............................................................................... 51

装载患者数据 .......................................................................... 53

装载和导入................................................................................... 53

装载和导入向导页面 ..........................................................................55

装载影像数据 ................................................................................ 57

选择存档 ....................................................................................61

选择患者 ....................................................................................62

选择一个研究计划 ............................................................................64

选择治疗计划 ................................................................................65

装载所选的数据 ..............................................................................67

日志文件..................................................................................... 68

表面分割................................................................................. 69

什么是表面分割？ ............................................................................ 69

可用功能摘要 ................................................................................70

设置校正参数 ................................................................................ 72

HU（亨斯菲尔德单位）至 ED（电子密度）转换................................................... 74

调整患者组织检测的 HU 阈值 ..................................................................76

调整组织模型的分辨率........................................................................ 77

调整剂量分辨率 ..............................................................................78

设置治疗类型 ................................................................................79

设置治疗床面 ................................................................................80

扫描和治疗方位 ..............................................................................82

更改参照集................................................................................... 83

选择参照集 ..................................................................................84

参照集和对准集指定的含义 ....................................................................85

参照集应用示例 ..............................................................................88

设置参照点................................................................................... 91

调整轮廓信息 ................................................................................ 92

外部轮廓 ....................................................................................92

内部轮廓 ....................................................................................94

组织显示和校正 ..............................................................................96

添加填塞和其他 3D 对象 ..................................................................... 98

自动填塞定义 ................................................................................98

指定具体的 HU 水平 .........................................................................100

删除 3D 对象............................................................................... 101

完成表面分割 ............................................................................... 102

对象创建................................................................................ 103

什么是对象创建？ ........................................................................... 103

主屏幕概述 .................................................................................104



建立对象列表 ............................................................................... 106

创建空对象 .................................................................................106

了解对象列表............................................................................... 109

手动对象分割 ............................................................................... 111

使用刷子功能向对象添加内容................................................................. 112

使用 SmartBrush 向对象中添加内容 ...........................................................113

使用 Draw Sphere 向对象中添加内容.......................................................... 114

自动填充和内插 .............................................................................115

用于 X 射线影像的对象创建 ..................................................................117

自动对象分割 ............................................................................... 119

使用边框的频带阈值 .........................................................................120

使用蒙片对象的频带阈值..................................................................... 122

修改现有对象 ............................................................................... 124

Brush 和 Eraser ............................................................................125

SmartShaper ................................................................................127

在切层集间之间传输对象..................................................................... 129

高级对象操作 ............................................................................... 131

缩放对象 ...................................................................................132

合并对象 ...................................................................................135

拆分对象 ...................................................................................137

角色重新指定............................................................................... 139

四维数据模拟 ............................................................................... 140

概述....................................................................................... 140

退出对象创建 ............................................................................... 142

概述....................................................................................... 142

创建治疗计划 ......................................................................... 143

关于治疗计划 ............................................................................... 143

治疗选项比较............................................................................... 144

主屏幕概述 .................................................................................146

剂量特定的工具栏和视图功能................................................................. 148

创建新治疗计划 ............................................................................. 150

概述....................................................................................... 150

计划创建选项............................................................................... 151

更改计划属性............................................................................... 152

定义处方.................................................................................... 154

概述....................................................................................... 154

选择处方类型............................................................................... 155

为对象指定类型 .............................................................................156

定义 PTV 和 Boost 对象的剂量处方 ...........................................................157

定义 OAR 对象的剂量限制 ....................................................................159

查看剂量体积直方图 .........................................................................161

定义限制和目标 .............................................................................163

修改现有的处方 .............................................................................167

归一化点的处方 .............................................................................169



添加治疗组.................................................................................. 170

概述....................................................................................... 170

优化 IMRT 或 HybridArc 治疗组.............................................................. 175

编辑治疗组 .................................................................................178

修改治疗组属性 .............................................................................182

编辑治疗元素............................................................................... 185

优化治疗元素和准直仪 .......................................................................190

锁定治疗组和元素 ...........................................................................192

剂量计算.................................................................................... 194

关于 Monte Carlo 算法和笔形射束算法 ........................................................197

Monte Carlo 计算 ...........................................................................198

笔形射束计算............................................................................... 200

查看剂量分布 ............................................................................... 201

显示剂量分布............................................................................... 201

显示默认剂量阈值 ...........................................................................203

切换通量显示............................................................................... 204

调整剂量显示设置 ...........................................................................205

使用剂量体积直方图 (DVH) .................................................................. 207

差分和标准 DVH .............................................................................209

其他 DVH 选项 ..............................................................................211

DVH 适形指数............................................................................... 215

使用 ExacTrac Vero 动态追踪治疗的治疗计划 ............................................... 216

概述....................................................................................... 216

特定 MLC 的治疗计划限制 ................................................................... 218

使用治疗计划 ......................................................................... 219

定义感兴趣点 ............................................................................... 219

比较不同的计划 ............................................................................. 223

比较剂量计算............................................................................... 224

比较两个不同的治疗计划..................................................................... 226

计划视图选项 ............................................................................... 229

切换视图模式............................................................................... 229

深度视图 ...................................................................................230

射野视图 ...................................................................................232

定位治疗元素 ............................................................................... 234

射束/弧显示 ................................................................................234

切层视图 ...................................................................................236

碰撞示意图 .................................................................................237

射束方向观视图 ............................................................................. 240

适形弧 .....................................................................................242

适形射束 ...................................................................................244

IMRT 射束 ..................................................................................245

圆弧....................................................................................... 246

调整照射野 .................................................................................247



重置照射野 .................................................................................251

弧模拟 .....................................................................................252

创建剂量对象 ............................................................................... 254

查看已经照射的剂量......................................................................... 256

添加求和的剂量 .............................................................................259

为自适应 RT 导入剂量 .......................................................................261

为重复计划导入剂量 .........................................................................264

计划验证.................................................................................... 265

治疗计划状态图标 ...........................................................................265

退出治疗计划步骤 ...........................................................................274

使用模板.................................................................................... 275

保存治疗计划模板 ...........................................................................276

管理治疗计划模板 ...........................................................................278

限制模板 ...................................................................................279

保存照射设置模板 ...........................................................................281

管理照射设置模板 ...........................................................................283

查看治疗计划内容 ........................................................................... 284

IMRT 优化 .............................................................................. 287

IMRT 是什么？ .............................................................................. 287

设置 IMRT 参数 ............................................................................. 289

IMRT Parameters 对话框 - 主要设置.......................................................... 289

IMRT Parameters 对话框 - 高级设置.......................................................... 292

IMRT Prescription 对话框 ...................................................................294

执行优化.................................................................................... 295

Dual Mix 选项卡 ............................................................................296

剂量覆盖 ...................................................................................299

双重建 .....................................................................................300

IMRT 算法................................................................................... 302

预计算 .....................................................................................303

逆向计划优化............................................................................... 304

叶片排序 ...................................................................................305

向前计算 ...................................................................................307

孔径优化.................................................................................... 308

概述....................................................................................... 308

验证步骤................................................................................ 327

计划批准.................................................................................... 327

医师检查.................................................................................... 328

医生批准................................................................................... 330

物理师验证.................................................................................. 332

显示 DRR................................................................................... 335



物理师批准................................................................................. 338

撤消治疗计划批准 ........................................................................... 340

撤消计划批准............................................................................... 340

创建存档................................................................................ 341

创建新存档.................................................................................. 341

新存档的设置：Brainlab 格式................................................................ 342

导出 ...................................................................................... 343

导出概述.................................................................................... 343

剂量导出.................................................................................... 344

导出剂量信息............................................................................... 344

导出通量剂量............................................................................... 346

通过 DICOM 和其他格式导出 ................................................................. 348

通过 DICOM 导出............................................................................ 350

DICOM 导出：激活........................................................................... 351

DICOM 导出：计划状态....................................................................... 352

DICOM 导出：对象选择....................................................................... 353

DICOM 导出：导出参数....................................................................... 355

DICOM 导出：缩减对象....................................................................... 356

DICOM 导出：轮廓批准....................................................................... 357

DICOM 导出：剂量 / DVH 设置................................................................ 359

DICOM 导出：结束导出....................................................................... 361

导出至 ExacTrac............................................................................ 362

DICOM 导出：临床试验....................................................................... 364

DICOM 存档定义............................................................................. 365

DICOM 平台文件............................................................................. 368

临床试验平台设置........................................................................... 369

验证导出结果 (DRR)......................................................................... 370

导出背景：DICOM RT 计划中的治疗剂量 ...................................................... 371

Varian MLC 导出 ............................................................................ 373

患者治疗数据 ......................................................................... 375

生成打印文档 ............................................................................... 375

预览文档................................................................................... 377

打印治疗文档............................................................................... 379

导出治疗文档............................................................................... 380

配置文档.................................................................................... 381

配置 TaPo Overlays......................................................................... 382

配置 DVH 图形 PDF.......................................................................... 383

配置剂量分布 PDF........................................................................... 384

配置射束方向观视图 PDF..................................................................... 385

配置 DRR PDF............................................................................... 386

配置患者定位............................................................................... 387



保存治疗文档 ............................................................................... 388

管理打印机.................................................................................. 390

iPLAN RT ADAPTIVE ................................................................. 393

什么是自适应放疗？......................................................................... 393

查看和导入数据 ............................................................................. 395

添加其他影像集............................................................................. 396

在导入过程中修改影像方位................................................................... 398

影像融合.................................................................................... 400

定义融合对................................................................................. 402

增强融合显示............................................................................... 404

增强影像窗设置............................................................................. 405

执行手动融合............................................................................... 406

定义融合范围............................................................................... 408

执行自动融合............................................................................... 410

验证融合精确度............................................................................. 412

对象变形.................................................................................... 413

网格视图................................................................................... 416

对象修改.................................................................................... 417

审核治疗计划 ............................................................................... 419

重新计划.................................................................................... 424

iPLAN RT PHANTOM QA .............................................................. 425

关于 iPlan RT Phantom QA .................................................................. 425

装载治疗计划 ............................................................................... 426

定位治疗组（等中心）....................................................................... 427

设置归一化系数............................................................................. 428

其他设置................................................................................... 429

结束体模映射 ............................................................................... 430

用于 BRAIN METASTASES 1.x 的 iPLAN RT 4.5 ........................... 431

概述 ........................................................................................ 431

用于 INVERSEARC 1.0 的 iPLAN RT 4.5..................................... 433

概述 ........................................................................................ 433

软件重新验证 ......................................................................... 435

概述 ........................................................................................ 435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437

计划视图的内容 ............................................................................. 437

查看 3D 数据集............................................................................. 439

查看 X 射线影像............................................................................ 441

查看切层................................................................................... 442

切层和影像集选择 ........................................................................... 444

选择影像................................................................................... 445

定义 4D 系列............................................................................... 446

浏览影像切层............................................................................... 448

深度和切层滚动............................................................................. 449

修改影像集属性............................................................................. 450

基本视图配置 ............................................................................... 451

视图选项................................................................................... 451

视图类型................................................................................... 452

合成选项................................................................................... 454

2D 恢复居中................................................................................ 456

缩放影像................................................................................... 457

平移影像................................................................................... 459

高级视图配置 ............................................................................... 460

使用 2-D Options 选项卡.................................................................... 461

使用 3-D Plane View 选项卡................................................................. 464

使用 3-D Thresholding 选项卡............................................................... 465

使用 3-D Clipping 选项卡................................................................... 467

使用 Display Orientation 选项卡............................................................ 470

窗设置 ...................................................................................... 471

使用基本的窗设置........................................................................... 471

使用高级的窗设置........................................................................... 473

验证功能.................................................................................... 477

亨斯菲尔德单位/灰度值测量.................................................................. 477

坐标系..................................................................................... 479

距离测量................................................................................... 480

角度测量................................................................................... 481

屏幕截图................................................................................... 482

有用的附加特性 ............................................................................. 483

治疗屏幕参考............................................................................... 485

定义和术语............................................................................. 487

治疗术语.................................................................................... 487

IMRT 术语................................................................................... 490

附录 ...................................................................................... 493

影像融合的背景 ............................................................................. 493



对象分割背景 ............................................................................... 496

体积计算和内插............................................................................. 496

分割对象的分辨率和刷子大小................................................................. 497

SmartShaper................................................................................ 498

SmartBrush................................................................................. 499

阈值分割................................................................................... 500

标准摄入值的背景 ........................................................................... 501

计算标准摄入值 (SUV)....................................................................... 501

iHelp 背景.................................................................................. 502

iHelp - 工作原理........................................................................... 502

索引 ...................................................................................... 503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325



326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10 验证步骤
10.1 计划批准

一般信息

一旦治疗计划完成，治疗计划必须：

• 由医师检查（请参见第 328 页）

• 由物理师验证（请参见第 332 页）

这样可确保仅将已完成并经过彻底审核的计划用于患者治疗。如果您装载获准的计划，则会显示相
应的消息。

批准机制将会以竖拇指符号标记获准的计划。这些计划将被存储为只读格式，不能被更改。这确保
计划保持被批准时的状态。通过仅使用获准的计划治疗患者，可以追踪患者治疗所采用的计划，确
定计划适用于治疗。强烈建议使用批准机制。

要确保获得良好的治疗计划质量，输入参数的质量至关重要。在治疗前，必须认真审核所有输入参
数，包括剂量测量、患者影像、治疗体积定义、危及器官、治疗计划设置等。治疗计划的质量好坏
完全取决于所应用输入参数的质量。

指定批准权限

iPlan RT Dose 使用 Microsoft Authorization Manager（授权管理器）来定义用于不同用户角色
的治疗计划批准权限。在系统安装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的角色配置不同的用户权限。如果您希望
修改角色结构或输入新的用户角色，请联系您的 Brainlab 支持专家。相应的 Microsoft 技术文
档中提供了有关 Authorization Manager（授权管理器）的详细信息。

安全注意事项

在导出前，务必批准 终计划，确保计划未被意外修改。在批准后，务必将计划直接导出至所选的
系统（第三方系统或 ExacTrac）。

如果您希望为患者批准第二个计划，应当撤消对已有计划的批准（请参见第 340 页）或使用不同
的名称保存现有计划，因为获准的计划受写保护。如果先前的计划已经被导出至如记录和验证系统
或 MLC 控制器，则需特别注意。此外，如果不再需要先前导出的计划，可以将其删除，以避免使
用过期的计划治疗患者。

验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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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医师检查

一般信息

通过 Physician’s Review 步骤，医生可以审核计划对象以及每个对象的剂量体积比。

iPlan RT Review

无需启动 iPlan RT，也可以执行 Physician’s Review。

您可以从桌面运行独立软件 iPlan RT Review，用于装载、审核和批准计划，其方式与本章中所述
的相同。

主屏幕

图 205 

POI 选项卡

POI 选项卡中列出了为治疗计划定义的感兴趣点（请参见第 219 页）。

Functions 选项卡

Functions 选项卡中列出了所有计划的分割对象（请参见第 103 页）。

对象类型 颜色

PTV 绿色

已经定义约束的 OAR 对象 蓝色

其他 黑色

创建剂量对象

您可以单击 Create Dose Object... 创建剂量对象。请参见第 254 页。

医师检查

328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如何审核对象和剂量体积比

步骤

1. 选择 DVH/Reconstructions 选项卡。

2.
从 Functions 选项卡的列表中选择您要验证的对象。

计划视图和屏幕左上方的 DVH 图将会更新，使您可以审核对象及其剂量体积比。

3.
在审核后，必须使用功能区中提供的 Plan Approval 按钮批准治疗计划（请参见第 330
页）。

验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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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医生批准

如何激活批准

在功能区中，单击 Plan Approval。

如何审核计划状态

如果治疗计划中包含不一致，现在将会显示 Plan Status 对话框（请参见第 265 页）。

步骤

1. 在继续操作前，审核任何错误和警告，并根据需要校正治疗计划。

2.

• 如果您决定不修改治疗计划，在 Plan Status 对话框中按 OK，打开 Approval 对话
框。

• 要修改治疗计划，按 Cancel 关闭 Plan Status 对话框。一旦您对治疗计划做出所需的
修改，再次单击功能区中的 Plan Approval 打开 Approval 对话框。

Approval 对话框

图 206 

如何批准计划

步骤

1.

在 Approval 对话框中，指定的用户（例如会诊医师）必须批准治疗计划。其中可以有一
个或两个批准者，具体取决于 iPlan RT Dose 的配置。

• 在每个 Authorized by 区域中，输入用于登录到计划工作站的用户名称，并输入第二个
用户的有效名称（请参见第 327 页）。

• 为每个用户输入相应的密码。

2. 单击 OK 确认批准。

3. 现在，系统将提示您保存已批准的治疗计划（请参见第 49 页）。

4. 一旦保存和批准了治疗计划，则会显示相应的消息。

医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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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撤消计划批准

如需要，可使用 Approval 对话框中的 Revoke Approval 按钮随时撤消治疗批准（请参见第 340
页）。

验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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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物理师验证

一般信息

通过 Physicist’s Verification 步骤，物理师能够验证治疗计划的治疗组和元素。

主屏幕

图 207 

计划视图的内容

除了标准选项卡页面 Overview、Slices、X-ray Images 和 Plan Content（请参见第 42 页）外，
还额外提供以下的选项卡页面：

• Field Reconstruction（请参见第 333 页）

• Setup DRRs（请参见第 335 页）。

Functions 选项卡

所有的计划治疗组（请参见第 178 页）和治疗元素（请参见第 185 页）在 Functions 选项卡中列
出。

现在每个治疗元素以对号勾选，表明不再能够编辑。

物理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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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图 208 

编号 要素

① 治疗组

② 治疗元素

如何审核治疗计划

步骤

1.

在 Functions 选项卡的列表中选择待验证项。此功能区中提供的属性信息会相应更新。

在 Field Reconstructions 选项卡中审核信息（请参见第 333 页）。

审核 Setup DRRs（请参见第 335 页）。

2.
在审核后，必须使用功能区中提供的 Plan Approval 按钮批准治疗计划（请参见第 338
页）。

3. 此外，还提供了各种导出功能（请参见第 343 页）。

Field Reconstruction 选项卡

此选项卡提供关于 Functions 选项卡中选定元素的信息。

验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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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图 209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射野视图 射野视图叠加到 CT 切层上。请参见第 232 页。

② 射束方向观视图 请参见第 240 页。

③ 深度视图 请参见第 230 页。

④ DRR 视图 DRR 的定向与射野视图中的 CT 影像相同。

物理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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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显示 DRR

一般信息

根据在治疗计划中选择的 DRR 设置，在治疗打印输出中（请参见第 375 页）和通过 DICOM 导出
的治疗数据（请参见第 350 页）中也包含设置 DRR。

①

②③

图 210 

编号 要素

① 在每个 DRR 上，PTV 对象显示为轮廓。

② 滑块同时调整所有 DRR 中的骨和组织对比度。

③ 此窗设置按钮仅更改 DRR 的窗设置（请参见第 471 页）。

验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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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改 DRR 内容

要选择包含在 DRR 覆盖视图中的信息：

步骤

1.

在 Functions 区域中选择治疗计划，然后单击 Properties。随之显示 RTPlan Proper‐
ties 对话框。

2.

选择 DRR Overlays 选项卡。激活您希望在 DRR 中显示的内容。这包括是否显示网格线和
缩放信息：

网格线的真实标度可以位于等中心水平或成像器水平，具体取决于 iPlan RT Dose 和 Physics
Administration 的配置。当使用网格线定位时，您必须认真验证是否已经根据您的定位程序设置
标度。

您还可以选择要在打印输出（请参见第 375 页）以及通过 DICOM 导出的治疗数据（请参见第
350 页）中使用的 DRR 信息。

物理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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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改 DRR 标签和角度

步骤

1.

在 Functions 区域中选择治疗组，然后单击 Properties。随之显示 Properties 对话
框。

2.

选择 DRR 选项卡。您可以选择一个射束，输入名称、机架和治疗床角度。

Imager 使用 Physics Administration 工具定义。

关于 DRR 覆盖的内容，请参见第 336 页。

验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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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物理师批准

如何激活批准

在功能区中，单击 Plan Approval。

如何审核计划状态

步骤

1.
如果治疗计划中包含不一致，现在将会显示 Plan Status 对话框（请参见第 265 页）。特
别应当注意审核错误和警告，必要时纠正治疗计划，然后再继续治疗。

2.

• 如果您决定不修改治疗计划，在 Plan Status 对话框中按 OK，打开 Approval 对话
框。

• 要修改治疗计划，按 Cancel 关闭 Plan Status 对话框。一旦您对治疗计划做出所需的
修改，再次单击功能区中的 Plan Approval 打开 Approval 对话框。

Approval 对话框

图 211 

如何批准计划

步骤

1.

在 Approval 对话框中，指定的用户必须批准治疗计划。其中可以有一个或两个批准者，
具体取决于 iPlan RT Dose 的配置。

• 在每个 Authorized by 区域中，输入用于登录到计划工作站的用户名称，并输入第二个
用户的有效名称（请参见第 327 页）。

• 为每个用户输入相应的密码。

2. 单击 OK 确认批准。

3. 现在，系统将提示您保存已批准的治疗计划（请参见第 49 页）。

4. 一旦保存和批准了治疗计划，则会显示相应的消息。

物理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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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撤消计划批准

如需要，可使用 Approval 对话框中的 Revoke Approval 按钮随时撤消治疗批准（请参见第 340
页）。

验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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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撤消治疗计划批准

10.4.1 撤消计划批准

一般信息

治疗计划获得批准后，在您希望进一步修改计划等情况下，可以撤消批准。

任何具有批准治疗计划权限的用户可以撤消现有的批准。

Approval 对话框

图 212 

撤消计划批准

步骤

1. 在功能区中，单击 Plan Approval。

2.
现在，在所示的 Approval 对话框中，授权区域将会显示为灰色。

要撤消批准，单击 Revoke Approval。

3.

在 Authorization 对话框中，输入用于登录计划工作站的用户名和密码。

要删除已批准治疗计划的批准状态，您必须具有适当的访问权限。

4. 单击 OK 撤消治疗计划批准。

撤消治疗计划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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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创建存档
11.1 创建新存档

如何激活存档创建

在软件启动时显示的 Load Archives 向导页面的选项区中单击 New Archive（请参见第 61 页）。

New Archive 向导页面

图 213 

如何选择存档类型

步骤

1. 在 New Archive 向导页面中，单击相应的名称或图标选择所需的存档类型。

2. 单击 Next 定义所需的设置。

注 : New Archive 页面中仅列出已启用（获得许可）的数据格式类型，如 Brainlab 格式。
 

创建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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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新存档的设置：Brainlab 格式

一般信息

此存档用于高级 Brainlab 格式的数据。对于您在这一步中定义的设置，随后可使用 Load
Archives 向导页面中的 Settings 按钮随时进行调整。

Brainlab Format 页面向导

图 214 

如何设置基本 Brainlab 设置

步骤

1. 在 Archive Name 区域中输入适当的存档名称。

2.
• 在 Data path 区域中，手动输入患者数据的文件路径。

• 或者，使用 Browse 按钮导航到相关的网络或本地路径。

3. 要验证文件路径是否有效，单击 Test connection。

4.
单击 OK 返回 Load Archives 向导页面，在此您可按照第 61 页所述的方法加载所需的存
档。

创建新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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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导出
12.1 导出概述

可用导出选项

iPlan RT Dose 提供下列导出选项：

• 剂量导出（请参见第 344 页）

• 通过 DICOM 和其他格式导出（请参见第 350 页）

安全注意事项

这些导出选项允许修改患者的姓名和/或 ID。但是，使用此功能时必须极其小心，因为那样可能会
导致不同患者的治疗计划产生混淆。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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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剂量导出

12.2.1 导出剂量信息

一般信息

通过此功能，可以将体积、平面或线性剂量分布信息导出到文件中。

如何激活剂量导出

单击 Physicist’s Verification 步骤的 Export 区域中的 Dose。随后将会显示一个对话框，包
含轴向、冠状和矢状影像视图以及相应的剂量显示。

Dose Export 对话框

图 215 

定义导出数据

要素 功能

Region selection

您可以选择要导出其剂量信息的部位。它的类型可包括：

• 体积

• 扫描平面（轴向、冠状或矢状）

• 线性方向（左-右 LR、前-后 AP、足-头 FH）

Dose Range

您可以定义：

• 坐标，用于确定要导出的剂量数据的范围：（L 和 R）、（A 和
P）、（F 和 H）。

• 每对坐标对应的 Step 大小（单位为毫米）。

剂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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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功能

影像框

您可以将鼠标悬停在任一影像视图中的蓝色框上并调整该框，定义要
导出剂量数据的范围。

• 在定义剂量范围时，您可以使用当前等中心（治疗组）作为参照。

• 也可以使用鼠标滚动浏览可用切层，定位适当的感兴趣区。

Export filename

您可以输入文件名，例如 Dose_Export.txt。
默认路径为 C:\Brainlab\Export\Dose\。此路径可以使用 Brow‐
se ... 功能进行修改。

Single Beam Export 请参见下文。

单个文件或多个文件

选项

要为每个计划射束或弧导出单独的文件，请激活 Single Beam Export。

• 每个导出的文件表示相关射束或弧形在所有分次治疗中的总剂量分布。

• 每个导出文件的名称由 Export filename 中输入的文件名附加到相关治疗组和治疗元素的名称
之后构成。

要将整个计划的总剂量信息导出到单个文件，请禁用 Single Beam Export。

• 导出的文件包含整个计划所有分次治疗中的总剂量分布，并且还包括所有活动的剂量矩阵要
素。

• 每个导出文件的名称就是在 Export filename 下输入的文件名。

关于导出文件

所有导出文件的开头部分都包含相同的标题信息，描述软件版本、患者、治疗类型、射束数据等。

其中还包括平面、行和列的数量，以及关于表格条目单位的信息。

如何执行导出

单击 OK 执行导出。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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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导出通量剂量

一般信息

您可以使用此功能导出治疗计划中所含的单个射束（适形和 IMRT）的剂量分布。

通过使用均质立方体模并照射独立射野进行拍片，可以比较每个射束的剂量分布与测量值，例如用
于执行单射束 IMRT QA。

为了进行比较，相关的射束应垂直正交于体模表面。

导出的剂量基于单个分次治疗的 MU 值，使用笔形射束算法计算得出。在这种情况下不使用 Monte
Carlo 算法。

如何激活 Fluence Dose 导出

单击 Physicist’s Verification 步骤的 Export 区域中的 Fluence Dose。

此功能不适用于弧形治疗。因此，对于包含弧形和射束的复合计划，只能导出射束信息。

Fluence Dose 对话框

图 216 

定义导出数据

要素 功能

Phantom Properties
这些信息可用来为剂量计算中使用的水体模建立一个组织模型。

输入体模的 Electron Density 及体模维度（AP、LR 和 FH）。

剂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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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功能

Isocentric Setup

在 Depth 区域中，输入拍片平面（A-P 方向）距体模表面的几何深度。此
平面还可定义等中心平面。

• 在 LR 和 FH 方向，等中心位于体模的中心。

• 深度值不能大于在体模属性中输入的 AP 值。

SSD 区域（源-表面距离）指示源等中心距离（在机器数据资料中提供）减
去几何深度。

Used Element MU

如果激活了 Use Element Single Fraction MU 复选框，则使用单分次治
疗计划中的独立射束的 MU 值计算剂量分布。

如果取消激活此复选框，在 Element MU 字段中输入要应用于所有射束的
用户定义值 (> 0)。

Export Parameters

输入要应用于通量剂量导出的 Grid Size。

定义 x 和 y 方向距离等中心点的 Number of Pixels。这将定义要导出数
据的范围。

如何导出所需的数据

步骤

1.
Filename 区域显示通量数据的导出文件夹。

您可以使用 Browse... 功能修改此信息。默认路径为 C:\Brainlab\Export\Dose\。

2.

输入文件名，例如 Fluence_Export.txt。
导出文件的开头部分包含标题信息，描述软件版本、患者、治疗类型、射束数据等。

其中还包括平面数量（等于元素数量）、行数和列数，以及关于表格条目单位的信息。

3. 单击 OK 开始导出。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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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通过 DICOM 和其他格式导出

一般信息

您可以使用 Export Wizard 导出已批准的治疗计划：

• 至 DICOM 存档

• 至 ExacTrac 患者摆位系统

如果来自 iPlan RT 的计划信息（例如治疗位置）直接导出到任何患者摆位系统并由该系统使用
（通过 Export to ExacTrac 或 DICOM Export），则必须使用来自 iPlan RT 的关联治疗计划进
行治疗。

Save Archives 对话框

单击 Physicist’s Verification 步骤的 Export 区域中的 Export Wizard 后，将会显示此对话
框。

图 217 

存档类型

选择所需的存档类型：

要素 功能

选择此图标将摆位数据导出为 ExacTrac 格式。

选中此图标（默认名称：DICOM Export）导出到本地硬盘。

选中此图标（默认名称：DICOM Network Push）导出到远程 PACS 或记录和验
证系统。

通过 DICOM 和其他格式导出

348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注 : 其他导出存档（例如对于其他 PACS 系统）可按第 365 页所述的方式创建。
 

创建新存档

要创建新存档，使用对话框右侧的面板中提供的功能。

要素 功能

New Archive 可供您指定新建存档的存档类型和设置。

Settings

允许您定义所选存档的特定设置。

• 如需了解 DICOM 存档设置，请参见第 365 页

• 如需了解 ExacTrac 存档设置，请参见第 363 页

Delete
永久删除所选的任何文件。删除任何文件之前，系统总是会要求进行 终确认
（请参见第 56 页）。

Logfile... 显示包含迄今为止已完成步骤的补充信息的日志文件（请参见第 68 页）。

继续导出

单击 Next 继续导出数据。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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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通过 DICOM 导出

DICOM 符合性

iPlan RT Dose 使用 DICOM 3.0 Merge library 作为至第三方系统的传输协议。DICOM 促进了不
同供应商系统之间的一般互操作性。iPlan RT Dose 中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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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不能保证互操作性始终正确。用户必须验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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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导出至第三方计划系统的结构形状。由于 DICOM 标准的性质，
在传输过程中一些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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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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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应结合 DICOM 标准对符合性声明进行阅读和理解。

根据 IEC 62274“放射疗法记录和验证系统安全性”第 6.6 章“数据验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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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出必须通过比较 iPlan RT Dose 中生成的治疗参数（例如，打印输出所显示的）与治疗管理系
统和治疗控制台中的参数进行验证。

设备验证

根据 IEC 62266“放射疗法 DICOM 实现指南”第 11 章“用户注意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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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审核和批准

审核机制的提供目的，是为了方便确保在开始患者治疗之前已经审核治疗数据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请参见第 327 页）。

按照 IEC 62083，用户必须验证所有治疗计划参数都已得到批准，然后才能导出到第三方系统。

通过 DICOM 和其他格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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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DICOM 导出：激活

开始之前

只有在定义治疗元素（射束或弧形）后，才能通过 DICOM 执行导出。在使用 IMRT 射束和
HybridArc 的情况下，必须执行优化（请参见第 287 页）。

治疗计划也必须先保存（请参见第 49 页）之后，才能通过 DICOM 导出。

虽然在技术上已批准和未批准的计划均可进行 DICOM 导出，但是如果导出平台文件配置为 m3 完
全集成且计划未经批准，导出将会中止。在这种情况下，软件要求批准该计划。

安全注意事项

由于 DICOM 导出可配置为每次执行导出后不自动清空导出文件夹，因此您必须特别注意，以避免
与 DICOM 导出文件夹中已保存的 DICOM RT 治疗计划产生混淆。

如果 iPlan RT Dose 软件已配置为每次执行导出后自动清空导出文件夹，则在无法确保预配置的
导出目录中包含的文件已进行必要备份的情况下不要更改该目录。

如何激活 DICOM 导出

步骤

1. 单击 Physicist’s Verification 步骤的 Export 区域中的 Export Wizard。

2.

选择任何一项：

• 选择 DICOM Export 导出到本地硬盘

• 选择 DICOM Network Push 导出到远程 PACS 或记录和验证系统

3. 单击 Next。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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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DICOM 导出：计划状态

一般信息

如果治疗计划尚未得到批准，现在将会显示 Plan Status 对话框（请参见第 265 页）。特别应当
注意审核错误和警告，必要时纠正治疗计划，然后再继续治疗。

计划状态

图 218 

选择是否修改计划

选项

如果您不希望修改治疗计划，在 Plan Status 对话框中按 OK 继续执行 Object Selection（第
353 页）。

要修改治疗计划，按 Cancel 关闭 Plan Status 对话框。对治疗计划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后，再次
单击功能区中的 Export Wizard 对修改后的计划激活 DICOM 导出。

通过 DICOM 和其他格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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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 DICOM 导出：对象选择

一般信息

选择导出存档并按需要审核 Plan Status 对话框的内容后，您将转到 Object Selection 对话
框。

执行导出

在屏幕顶部的 Plan Details 区域，有关于治疗计划的各种信息，包括患者的姓名以及为治疗计划
指定的名称。如有必要，可以编辑这些信息。

• 通过 Logfile... 可以打开包含当前 DICOM 导出相关信息的日志文件（请参见第 68 页）。

• 对话框右侧选项区中可用的其它功能，会因为当前存档所选择的导出平台文件而稍有不同（请参
见第 365 页）。

进行必要的设置后，单击 Export 执行导出（请参见第 361 页）。

对患者姓名和 ID 进行更改应当谨慎。例如，使用特殊字符可能会造成意外的患者文件重复的结
果。

导出数据选择不当可能会禁止或延迟患者治疗，禁用的对象将自动取消选择。

临床试验平台设置

如需通过 DICOM 导出数据集以在临床试验期间使用，则将默认导出所列的 DICOM 对象，无法取消
选择。

在导出过程中，按照 RTOG 标准自动进行匿名处理。

影像数据重新采样

在定位数据集导出过程中，将会根据定位信息对影像像素数据进行重新采样，以获得正交影像。这
也可应用于参照集与对准集不同的治疗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准集的坐标系中将对参照集进行
重新采样。

这些数据不同于原始导入的 CT 影像数据。您必须谨慎决定如何进一步处理这些数据（例如用于患
者定位）。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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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Selection 对话框

图 219 

要素 功能

Auto Anonymize 隐去患者姓名和 Patient ID。

Reset 恢复原始患者姓名和 Patient ID。此操作只能在导出结束之前进行。

Plan State 显示 Plan Status 对话框（请参见第 265 页）。

Select All 选择所有对象。

Deselect All 取消选择所有对象。

通过 DICOM 和其他格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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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 DICOM 导出：导出参数

Export Parameters 对话框

图 220 

对话框内容

要素 功能

Create subdirectories
激活后，导出的 DICOM RT 对象将存储在子目录中而非单个文件夹
中。

Course ID 仅在选择 Lantis/IMPAC 导出平台进行导出时，才能输入疗程 ID。

Structures
如果 Include Isocenters as Points 激活，等中心可在 DICOM RT
结构对象中导出为结构。

Plan

Beam Dose：

• Actual：导出 iPlan RT Dose 计算得出的等中心点剂量。

• Manual：用户可以输入虚拟的射束剂量，单位为戈瑞。此值将写入
到导出的 DICOM 文件。

• Altered：按照第 371 页所述的方式计算射束剂量。在特定条件
下，单射束剂量和 3D 剂量体积矩阵之间可能会出现不一致。

Dose Rate：

• Defined：导出在治疗组中选择的剂量率。

• Null：导出的剂量率为 0。

• None：不导出任何值。

DRR

您可以选择导出 Treatment Beam Views 和 Setup Views。您也可以
向 DRR 文件中添加叶片/铅门位置。

如果第三方系统能够查看叶片/铅门信息，则可以使用此值。

在 Export Parameters 页面上，如果选择 Actual、Manual 或 Altered 类型的射束剂量值，则导
出的值与 iPlan RT Dose 应用程序或打印输出中指定点的剂量值相比会存在差异。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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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 DICOM 导出：缩减对象

一般信息

如果轮廓对象的数量超过 Brainlab 设置的限制，则需要减少要导出的对象的数量。只有在超过限
制时才会显示此对话框。

Reduce Objects 对话框

图 221 

如何缩减对象数量

步骤

1. 每个要导出的对象都标有一个勾号。取消激活您要从导出中删除的每个对象对应的勾号。

2. 当对象数量缩减到可接受的限制内之后，Next 按钮将会激活。

3. 单击 Next 继续导出。

通过 DICOM 和其他格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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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 DICOM 导出：轮廓批准

一般信息

如果导出时必须减少每个对象的轮廓点数量，则显示此对话框。通过此对话框，您可以验证轮廓信
息是否仍然足够准确。

只有购买了 DICOM RT 结构功能时，才会显示此对话框。

RT 结构集中轮廓的解读方式可能与其他系统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意外的方位或对准、轮廓相
对于影像发生翻转或镜像。由于呈现轮廓的算法不同，因此即使是结构的形状和体积在不同系统之
间也可能会稍有差异。出于这个原因，导入到第三方系统之后必须认真地验证结构。

Contour Approval 对话框

图 222 

步骤

1. 从列表中选择感兴趣区（勾画出轮廓的对象）。

2.
使用对话框右侧的工具栏功能，调整影像视图设置（对比度、缩放系数、显示的切层等）
以获得 高的 ROI 可见性。

3. 在影像视图中，现在可以使用第 358 页所述的功能审核轮廓信息。

4. 要移动到下一个包含缩减轮廓的切层，按 Next Reduced Contour。

注 : 影像视图左上角显示的消息将指示当前影像切层是否包含缩减轮廓。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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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审核功能

要素 功能

Show Spy Glass

通过此功能可直接比较原始轮廓和缩减轮廓。

Show Original and Re‐
duced

重叠显示原始轮廓和缩减轮廓。

Show Original 仅显示原始轮廓。

Show Reduced 仅显示缩减轮廓。

进行缩减轮廓（轮廓点的数量）后，小轮廓可能在较大标度的视图中比大对象更容易变形，甚或完
全消失。因此，导入到第三方系统后必须认真地验证轮廓的正确性。

Brainlab 存储的轮廓精确度很高。由于 DICOM 中的限制，在轮廓点写入到 DICOM RT 结构集之
前，轮廓点数量可能会减少。因此，导入到第三方系统后必须认真地验证轮廓的正确性。

导出的轮廓点数量可能超过第三方系统可接受的轮廓点数量。这样可能会造成轮廓意外变形。因
此，导入到第三方系统后必须认真地验证轮廓的正确性。

通过 DICOM 和其他格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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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8 DICOM 导出：剂量 / DVH 设置

一般信息

只有在执行完整导出时才会显示此对话框。通过此功能，您可以指定将哪些剂量分布和 DVH 信息
导出到 DICOM。

请参见第 371 页。

Dose Export 对话框

图 223 

对话框要素

要素 功能

Dose Region

在此区域，选择要导出的剂量信息：

• All PTVs
• All PTVs and OARs
• All outlined structures
• Complete model（整个治疗计划的内容）

Dose Summation
Type

您可以定义是否应当计算和导出以下数据：

• 整个治疗计划 (Entire Plan)

• 每个处方的剂量 (Prescription)

• 每个治疗射束的剂量 (Beam)

选择 Beam 时，软件可能会由于很多定义有大剂量体积的射束而耗尽内存。

Export DVHs

激活此复选框选择下面的导出选项：

• PTVs only
• PTVs and OARs
• All objects

Select Range
定义左-右（L 和 R）、前-后（A 和 P）和足-头（F 和 H）坐标以确定要
导出的剂量数据范围。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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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功能

影像框

您可以将鼠标悬停在任一影像视图中的蓝色框上并调整该框，定义要导出剂
量数据的范围。

• 在定义剂量范围时，您可以使用当前等中心（治疗组）作为参照。

• 也可以使用鼠标滚动浏览可用切层，定位适当的感兴趣区。

• 框大小的边距也可利用 Margin 微调框进行调整。

导出信息

如果剂量导出所需的内存超出可用内存，可能会导致内存问题。此时将会显示警告消息，允许您取
消操作或继续进行：

图 224 

如果目标系统无法读取每个治疗计划的多个分次，则需要拆分该计划，并将软件配置为针对每个等
中心创建一个 DICOM RT 治疗计划。确保传输到目标系统后，所有计划均已导入。如果部分计划未
正确导入，则照射的剂量与处方剂量相比可能会偏低。每个独立的计划在计划名称中显示一个连续
的编号及计划总数。此外，DICOM 文件包含一个参照计划列表。如有必要，通知目标系统制造商查
看“Brainlab 符合性声明”中关于如何实施此 DICOM 功能的信息。

通过 DICOM 和其他格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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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 DICOM 导出：结束导出

如何执行导出

通过 Object Selection 对话框进行必要的设置后，单击 Export 执行导出。

导出摘要

图 225 

导出结束后，Object Selection 对话框的内容在此对话框中将显示为灰色。这表示确认导出成
功。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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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0 导出至 ExacTrac

一般信息

您可以导出经过批准的治疗计划将其用于 Brainlab ExacTrac 患者摆位系统。只能导出经过批准
的计划。

注 : 完成 DICOM 导出后，系统将会自动提示您执行 ExacTrac 导出（请参见第 350 页）。
 

如何激活导出至 ExacTrac

步骤

1. 单击 Physicist’s Verification 步骤的 Export 区域中的 Export Wizard。

2. 在 Save Archives 对话框中选择 Export to ExacTrac，然后单击 Next。

Summary 对话框

图 226 

步骤

1. 从树状视图中，选择您要导出的影像集和对象。

2. 如果您要自动隐去患者姓名和患者 ID，单击 Auto Anonymize。

3.
要查看包含迄今为止已完成步骤的补充信息的日志文件（请参见第 68 页），单击 Logfi‐
le...。

4. 要开始导出，单击 Export。

导出限制

只能导出 大扫描长度为 1,000 毫米且不超过 400 个切层的数据集。

通过 DICOM 和其他格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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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用户负责确保不同配置位置（例如治疗计划系统、记录和验证系统以及治疗递送系统）之间的机器
配置（包括但不限于铅门设置）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同步。若用于执行计划和治疗的机器配置不匹
配，则可能会导致意外地进行治疗递送或临床工作流程中断。

所导出影像集的颜色可能会与原始颜色存在偏差。不同颜色的两个对象导出后颜色可能相同。

为了防止在治疗中使用错误的治疗计划，务必通过检查患者姓名、ID、等中心名称和导出时间来验
证相关患者的 终计划已导出至 ExacTrac。导出之前，相关的计划也始终必须得到批准。

务必批准 终计划以确保它不会被意外更改。批准之后立即将 终计划导出至第三方系统或
ExacTrac。

ExacTrac 存档设置

要显示 ExacTrac 存档设置，在 Export Wizard 中选择 Export to ExacTrac 并单击 Settings：

图 227 

要素 功能

Archive Name 您可以更改存档名称。

Data path 存档文件的位置。

Close application af‐
ter successful export

如果已激活，iPlan RT Dose 在导出结束后将会关闭。

Platform 显示用于导出的平台。目前，此功能仅显示 ExacTrac。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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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1 DICOM 导出：临床试验

一般信息

您可以编辑临床试验的特定描述信息。

通过每个下拉列表可选择的信息，基于在相关临床试验平台中输入的信息（请参见第 369 页）。

其余的字段可使用适当的信息手动填充。

如何为临床试验激活 DICOM 导出

步骤

1. 单击 Physicist’s Verification 步骤中的 Export Wizard。

2. 使用 ATC 导出平台选择 DICOM 导出存档。

Clinical Trial 对话框

图 228 

要素 功能

Name 为临床试验发起方指定的名称。

Protocol ID 当前临床试验的相关协议 ID。

Protocol Name
有关所选协议的附加信息，如所选临床试验平台中定义（请参见第
369 页）。

Site ID 开展试验的诊所的地点 ID。

Site Name 开展试验的诊所的地点名称。

Case Number 当前临床试验的病例编号。

Submission Type 数据状态（Initial、Correction 或 Final）。

Coordinating Center 临床试验的协调机构。

通过 DICOM 和其他格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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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2 DICOM 存档定义

一般信息

iPlan RT Dose 支持 DICOM 导出至本地硬盘以及通过 DICOM Push 导出至远程存档，例如 PACS
或记录和验证系统。

如何激活存档定义

步骤

1. 单击 Physicist’s Verification 步骤的 Export 区域中的 Export Wizard。

2. 单击对话框中的 New Archive。

3.

在当前显示的 New Archive 对话框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DICOM export to file system，创建硬盘导出存档。

• DICOM export to PACS via Network，创建导出至 PACS 或记录和验证系统的远程导出
存档。

DICOM：硬盘导出页面

图 229 

如何设置 DICOM：硬盘导出设置

步骤

1. 在 Archive Name 区域中输入适当的存档名称。默认名称为 DICOM Export。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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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 在 Data path 区域中，手动输入患者数据的文件路径。

• 或者，您也可以使用 Browse 按钮导航到相关的本地路径。

3.
在 AET 区域中，输入您的诊所为 iPlan RT Dose 定义的应用实体名称。更多信息可向
Brainlab 支持专家索取。

4.

使用 Platform 下拉列表，选择相关的导出平台文件。

对于您在 DICOM 导出期间可用的选项，将会因所选的导出平台文件而稍有不同（请参见第
368 页）。

注 : 对于临床试验导出，必须选择预配置的 ATC 导出平台以调用 Clinical Trial 对话
框。请参见第 369 页。
 

5.
在 m3 完全集成的情况下，使用 Archive for follow up export 下拉列表选择相关的 m3
安装。

6. 要验证文件路径是否有效，单击 Test connection。

7.
单击 OK 返回 Save Archives 向导页面，在此您可按照第 351 页所述的方法导出到相关存
档。

DICOM：PACS 导出页面

图 230 

如何设置 DICOM：PACS 导出设置

步骤

1. 在 Archive Name 区域中输入适当的存档名称。默认名称为 DICOM Network Push。

2.
在 Server name or IP address 区域和 Server port number 区域中，输入相关的详细信
息。

3.

在 Server AET 区域中，输入为 PACS 服务器定义的应用实体名称。

• 应用实体名称区分大小写。

• 更多信息可向 Brainlab 支持专家索取。

4. 在 Local AET for Query 区域中，输入该查询的本地应用实体名称。

通过 DICOM 和其他格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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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使用 Platform 下拉列表，选择相关的导出平台文件。

对于您在 DICOM 导出期间可用的选项，将会因所选的导出平台文件而稍有不同（请参见第
368 页）。

6.
在 m3 完全集成的情况下，使用 Archive for follow up export 下拉列表选择相关的 m3
安装。

7.
要验证文件路径是否有效，单击 Test connection。在 Timeout (s) 区域中，应当输入相
应的连接超时设置（单位为秒）。

8.
单击 OK 返回 Save Archives 向导页面，在此您可按照第 351 页所述的方法导出到相关存
档。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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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3 DICOM 平台文件

一般信息

根据导出的 DICOM 数据在您的诊所中的预期后续用途，可由 Brainlab 支持专家根据您的要求预
定义各种导出平台文件。

• 对于您在导出期间可用的选项，将会因在所选导出平台文件中为当前存档配置的设置而稍有不同
（请参见第 365 页）。

• 出于安全原因，治疗计划的导出平台文件仅可由 Brainlab 支持人员编辑。

• 使用默认导出平台可能会导致治疗错误。

• 但是，临床试验的平台文件可由负责物理师按照下述方法进行编辑。

通过 DICOM 和其他格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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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4 临床试验平台设置

一般信息

临床试验示例平台以 *.xml 文件格式另存到以下路径：C:\Brainlab\iPlanRTDose4.5\Res
\ClinicalTrialPlatforms
• 您应当为临床试验发起方创建独立的平台文件。这样，您可以为特定类型的所有临床试验预定义
标准设置（见下表）。

• 然后，在 DICOM 导出期间，可在 Clinical Trial 对话框中对每个临床试验进行单独设置（请
参见第 364 页）。

注 : 如果未经授权的人员编辑了 DICOM 导出平台文件，这些文件将会失效，临床试验平台将不再
安全，并且可由用户编辑。
 

标签名称 值类型 说明

SponsorName 字符串 临床试验的发起方，例如 RTOG、NSABP、JCOG 等。

CoordCenter 字符串 评估临床试验的协调中心。

SiteID 自然数 此地点 ID 由协调中心提供。

SiteName 字符串
地点名称可在 DICOM 导出期间从 Clinical Trial 对话
框中输入。

SubmissionType
“Correcti‐
on”、“Ini‐
tial”、
“Final”

提交类型。

ProtocolList
entries 自然数 添加到协议列表的条目总数。

Protocol number 自然数
为单个协议列表条目指定的编号，它定义在 Clinical
Trial 对话框的下拉列表中的出现顺序。

Protocol/ID 字符串 相关临床试验协议的短 ID，例如 RTOG0415。

Protocol/Name 字符串 临床研究的长描述。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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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5 验证导出结果 (DRR)

一般信息

对于每个等中心，在 0°和 90°方向导出两幅摆位影像。根据 Physics Administration 中的配
置，对于每个射束，还将导出包含 MLC 轮廓和对象轮廓的射束方向观 (BEV) 影像。

• 对于 IMRT 治疗，BEV 影像显示 MLC 形状匹配 PTV 包络轮廓一致的起始位置。

• 对于动态弧，BEV 影像显示初始 MLC 射野。

所导出 DRR 中显示的信息（如是否显示放射 MLC 形状或物理对象形状）可在 RTPlan 属性中配置
（请参见第 152 页）。

只有当像素宽度和像素高度设置为相同的值时，才能正确地将分割的对象导出到 DICOM RT 影像。

导出的 DRR

图 231 

定义 DRR 导出

是否导出 DRR 以及这些 DRR 应当包含哪些信息，可在治疗计划属性（请参见第 336 页）和治疗组
属性（请参见第 337 页）中进行定义。

注 : 请注意，在 DRR 中导出附加信息可能会影响后续治疗设置期间的模式匹配。
 

请参见软件用户指南 Physics Administration 4.5。

对象分割所依据的影像分辨率低于原始影像系列。因此，对象轮廓可能不如显示的组织准确。所包
含的结构（特别是等中心）仅用于确定方位。切勿将轮廓或 MLC 形状用于患者定位。

通过 DICOM 和其他格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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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导出背景：DICOM RT 计划中的治疗剂量

一般信息

终确定剂量处方后，即可执行剂量导出。导出的治疗计划包含治疗计划信息，例如直线加速器机
架、准直仪位置、MLC 形状、MU 等。为处方剂量导出的值取决于：

• 处方剂量是否仅应用于一个 PTV - 如果是，则处方值等于实际值。

• 治疗是否包括为多个 PTV 开具的多个处方。这些处方会相互产生影响。

治疗两个 PTV 的示例

在下面的示例中，PTV 1 的一个射束与 PTV 2 交叉，显著增加了 PTV 2 处方的剂量。

图 232 

这会对导出的剂量值产生以下影响：

• 如上图所示，PTV 2 的单射束剂量与处方等中心剂量 75 戈瑞不一致。15 戈瑞的差异来自与
PTV 2 射束交叉的一条 PTV 1 射束。

• 在将此计划导出到记录和验证系统时，单射束剂量乘以分次数即可得出 PTV 2 的剂量总和 60
戈瑞。

为了消除这种与原始处方的差异，在使用 iPlan RT Dose 进行导出的过程中计算出了一个系数来
校正单射束剂量，从而校正记录和验证系统的总处方剂量。MU 值不受影响。

照射 PTV 2 的四个射束受 PTV 1 的 10 戈瑞射束影响示例：

射束 分次数 处方剂量/戈瑞 MU

1 10 2 150

2 10 2 150

3 10 1 50

4 10 1 50

导出到记录和验证系统后的值：

射束 分次数 处方剂量/戈瑞 MU

1 10 2.5 150

2 10 2.5 150

3 10 1.25 50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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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束 分次数 处方剂量/戈瑞 MU

4 10 1.25 50

第三方导出

由于部分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单个计划中不会出现一个以上的分次，因此 iPlan RT Dose 可分隔治
疗计划的内容以便于导出。与先前版本的 iPlan RT Dose 相反，默认计划分隔不再按治疗组/等中
心进行，而是按处方进行。现在每个导出的治疗计划都包含一个分次及所有相关射束（无论这些射
束属于哪个治疗组/等中心）。为确保向下兼容性，它仍然可以使用导出平台按照治疗组配置计划
分隔。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导出背景：DICOM RT 计划中的治疗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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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Varian MLC 导出

一般信息

如果 MLC 数据无法通过 DICOM 发送到记录和验证系统，可利用治疗计划步骤中的 Create Varian
MLC file(s) 功能将 MLC 数据写入到工作站硬盘上的预配置目录。

然后，您可将相应的文件手动保存到数据载体，并使其可用于 Novalis/MLC 工作站。

使用包含 MU 分隔射束/弧形的 Varian MLC 文件时，只能写入一个 MLC 文件。此文件需要用于射
束的所有部分！对于条野，写入的是 IMRT 分隔文件，一个文件用于每个 IMRT 子野的所有部分。

使用 Varian MLC 文件时，务必确保将正确的 MLC 文件用于相应的射束/弧形。确保射束和弧形采
用唯一名称并可清晰识别！射束和弧形名称的长度不得超过 20 个字符。较长的名称将无法写入到
Varian MLC 文件，必须在进行 MLC 文件导出之前截短。切勿手动修改 Varian MLC 文件，以免混
淆不同的射束或弧形。

Brainlab 建议医院准备适当的检查列表并将其作为患者特定的质量保证措施，以确保：

• 使用正确的 Varian MLC 文件。

• 应用正确的射束和弧形。

• 所用的 MLC 文件适合 终批准的治疗计划。

务必确保导出与批准的 DICOM 计划对应的 Varian MLC 文件。

创建 Varian MLC 文件

步骤

1. 在 Treatment Planning 步骤功能区的列表中选择 RTPlan。

2. 单击 Create Varian MLC file(s) 导出相应的文件。

3.

如果成功创建了导出的文件，则将显示相应的消息。

4. 单击 OK 确认该消息。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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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n MLC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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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患者治疗数据
13.1 生成打印文档

一般信息

一旦您的治疗计划完成，则可使用工具栏中的 Print 按钮予以打印。

• 您可以从列表中选择要打印的文档。

• 您可以预览文档，并将其保存为 PDF 格式。

• 您可以配置文档内容。

• 此外，也可以指定目标定位器，以便为颅脑治疗生成覆盖。

如何激活打印功能

步骤

单击 Print 按钮打开打印对话框。

Print 对话框

图 233 

患者治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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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对话框的内容

编号 要素

① 打印预览

② 目标定位器选择

③ 文档选择列表

④ 内容生成功能

⑤ 打印机管理功能

安全注意事项

所有治疗计划报告必须先得到具备资质的人员批准，其中所含的信息才能用于放射治疗目的。

所有打印的坐标仅适用于兼容的摆位系统（请参见第 20 页）。

生成打印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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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预览文档

如何预览文档

步骤

1.

可用文档的名称显示在 Select Documents 列表中。

2.

要在打印预览区中显示文档，在列表中单击其名称。

可用的文档

图 234 

TaPo Overlays 的条件

在以下情况下，不能生成 TaPo Overlays 文档：

患者治疗数据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377



• 没有经过校准的打印机

• 治疗计划不包含定位的颅脑数据集

• 治疗计划尚未被批准

如果选择目标定位器

为了生成适当的覆盖用于定位的颅脑治疗，选择所需的目标定位器。

图 235 

• 列表中的目标定位器可能不同，具体取决于您的系统配置和您所在诊所使用的目标定位器型号。

• 所获得的目标定位器覆盖的内容将会不同，具体取决于您在此处的选择。

对于每个目标定位器打印输出，使用其他光野检查来验证机器数据资料的设置。

如果目标定位器覆盖用于患者摆位，必须使用来自 iPlan RT 的相关治疗计划，不得使用任何其他
治疗计划系统修改过的治疗计划。

生成打印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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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打印治疗文档

一般信息

如果每个文档配置均符合要求（请参见第 381 页），则可以打印治疗文档。

注 : 除非满足第 377 页中所述的条件，否则不能打印目标定位器覆盖。
 

如何选择打印机

您可为每个文档选择不同的打印机，例如为目标定位器覆盖选择喷墨打印机，或为治疗数据选择激
光打印机。

要定义打印机，单击文档旁边的打印机名称，选择所需的打印机。

如何打印文档

步骤

1. 激活对应于每个待打印文档的复选框。可以多选。

2. 单击 Print Selection。

认真检查所打印覆盖的网格是否与目标定位器或承板的网格匹配。

公制单位

iPlan 中的所有数值以公制单位表示。如果未显示单位，则会假定单位为毫米。

患者治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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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导出治疗文档

一般信息

您可以将文档直接导出至指定的路径，该路径可在 Export To 对话框中予以验证。您也可以更改
所选择文档的文件名。

图 236 

某些记录和验证系统能够自动导入这些治疗计划。有关详情，请联系您的记录和验证系统制造商。

生成打印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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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配置文档

如何配置文档进行打印

步骤

要配置文档进行打印，在 Print 屏幕的功能区中单击 Configure Documents。

Configure Documents 对话框

图 237 

患者治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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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配置 TaPo Overlays

如果配置 TaPo Overlays

从 Configure Documents 对话框中选择 TaPo Overlays 选项卡。

TaPo Overlays 选项卡

图 238 

要素 功能

All isocenters on one
set of target posi‐

tioner overlays
如果治疗计划包含多个等中心，它们将被一并打印在同一覆盖页上。

Separate set of target
positioner overlays

per isocenter
治疗计划的每个等中心将被打印在单独的覆盖页上。

Paper Size
默认选择为 A4。如果需要其他纸张大小，您的 Brainlab 支持专家可
以为您配置。

配置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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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配置 DVH 图形 PDF

如何配置 DVH 图形 PDF

从 Configure Documents 对话框中选择 DVH Graph 选项卡。

您可以为治疗对象（例如 PTV 和 OAR）生成包含剂量体积直方图的 PDF。

DVH Graphs 选项卡

图 239 

要素 功能

One Image per Page 每个 DVH 打印在单独一页上。

Four Images per Page 每页上打印四个 DVH。

Separate chart per object 为每个对象生成单独的 DVH。

A chart with all objects 为所有对象生成一个 DVH。

患者治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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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配置剂量分布 PDF

如何配置剂量分布 PDF

从 Configure Documents 对话框中选择 Dose Distribution 选项卡。

您可以生成包含如等剂量线、阈值信息和治疗对象切层视图等信息的 PDF。

Dose Distribution 选项卡

图 240 

对话框内容

要素 功能

Orientation Selec‐
tion

选择要打印的切层方位。

Slices Selection

选择：

• All Slices
• Every other slice
• PTV + 定义的边距

• 要选择特定切层进行打印，使用 Manual selection

• 您也可以将鼠标移至切层预览上，在按住鼠标左键的同时向左或向右
移动指针，从而滚动浏览切层

Zoom

剂量分布信息的缩放系数：

• Whole Slice：整个切层

• PTVs + Margin：围绕 PTV 的缩放边距

Page Layout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式打印剂量分布数据：

• One Image per Page
• Four Images per Page

Other Options

• Show Isodose Legend：为等剂量信息激活图例

• Hide tissue information：将治疗区显示为轮廓，而无组织信息

• Show the Overview only：仅在 PDF 中显示概览

配置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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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配置射束方向观视图 PDF

如何配置射束方向观视图 PDF

从 Configure Documents 对话框中选择 BEV 选项卡。

您可以生成一个 PDF，显示每个计划的治疗要素的当前射束方向观视图。在 IMRT 治疗中，通量图
也包含在打印输出中。

BEV 选项卡

图 241 

要素 功能

Page Layout

您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打印射束方向观视图：

• One Image per Page
• Four Images per Page

Source-Image Distance
相关的源图距可以以毫米为单位定义。这适用于 BEV 影像和带有通量
图的影像。

患者治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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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配置 DRR PDF

如何配置 DRR PDF

从 Configure Documents 对话框中选择 DRR 选项卡。

您可以为每个计划的治疗要素生成一个包含 DRR 的 PDF。在临床使用前，需要验证医院使用 DRR
的具体定位程序。

您可以在 RTPlan Properties 对话框中配置 DRR 的内容。请参见第 336 页。

DRR 选项卡

图 242 

要素 功能

Paper Size
默认选择为 A4。如果需要其他纸张大小，您的 Brainlab 支持专家可
以为您配置。

Page Layout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式打印 DRR：

• One Image per Page 或
• Four Images per Page

Reconstructions
• 您可以定义要打印的 DRR 方位：Beam Shots 或

• Setup Shots

在 DRR 打印输出中使用的缩放不对应于实际 X 射线影像的缩放。对于实际缩放，使用 DICOM RT
导出 DRR。

配置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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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 配置患者定位

如何配置患者定位

从 Configure Documents 对话框中选择 Patient Positioning 选项卡。

您可以生成一个 PDF，显示相对于治疗床和机架的患者位置。对于弧治疗，患者模型打印输出显示
相对于弧机架的患者起始和结束位置。

Brainlab 建议通过签署打印输出等方式，来确认实际的患者位置和计划的患者位置一致。

Patient Positioning 选项卡

图 243 

要素 功能

Page Layout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式打印患者位置：

• One Image per Page 或
• Four Images per Page

患者治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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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保存治疗文档

一般信息

使用 Print 屏幕中的 Save Selection 功能保存已经激活的文档（在相应的复选框中显示对勾符
号）。

默认保存位置是计划工作站上用于治疗计划的当前文件夹。但如果需要，可以将治疗文档保存至不
同的文件夹。

当软件关闭时，未使用 Save Selection 功能保存的文档将被自动删除。

出于安全考虑（确保在已校准的打印机上打印），TaPo overlays 不能被保存。

保存文档

步骤

1. 激活对应于待保存文档的复选框。

2.

单击 Save Selection。随之显示 Save Files 对话框。

3. 如果需要，您可以更改输出 PDF 文件的默认文件名。

保存治疗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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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如果您要更改输出目录，单击 Browse。从显示的文件目录中选择一个新位置：

5. 单击 OK，将所选的 PDF 文档保存至所需的位置。

患者治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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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管理打印机

一般信息

通过 Print 屏幕中的 Manage Printers 功能，可以显示可用的打印机和已校准的打印机。

图 244 

可用的打印机

计划工作站中的所有可用打印机在对话框中央列出。

图 245 

选项

如果您要禁用列表中的打印机，从列表中选择相关条目，然后单击 Disable。

要重新启用已被禁用的打印机，在列表中将其选中，然后单击 Enable。

如何设置边距

步骤

1.
如果默认打印机边距未生成所需的打印结果，您可在 Margins [mm] 下提供的区域中，定
义适当的打印机边距（单位为毫米）。

2. 按 Save 存储边距设置。

如果激活打印机校准

为了正确打印目标定位器覆盖，所选的打印机必须得到正确校准。其它文档（请参见第 377 页）可
使用未校准的打印机进行打印。

要激活打印机校准，从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打印机，然后单击 Calibrate。

管理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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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bration 对话框

图 246 

如何校准打印机

步骤

1.
在校准对话框中单击 Print Grid。

现在，在选定的打印机上会打印出 X 和 Y 标度。

2.

使用直尺测量打印输出上完整 X 和 Y 标度的实际长度。

每个情况中的实际长度可能与打印输出中所示的长度有所不同。打印机校准的目的是纠正
这种偏差。

3.
在相应字段中，为 X 和 Y 标度输入测量值。

输入的每个值必须乘以 10，例如 179.5 毫米应当输入为 1795。

4. 单击 Verify，在所选的打印机上打印更新的 X 和 Y 标度。

5.
使用直尺再次测量打印输出上完整 X 和 Y 标度的长度。

现在，实际测量值应当对应于打印输出上显示的长度。

6.
• 如果现在实际测量值对应于打印输出上显示的长度，单击 Accept 完成打印机校准。

• 否则，单击 Print Grid，重复操作步骤，直至上述值对应。

校准结果

图 247 

一旦成功完成校准，在打印机列表中，打印机将显示为已校准。

对于治疗文档输出，可以校准多个打印机。

患者治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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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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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PLAN RT ADAPTIVE
14.1 什么是自适应放疗？

一般信息

自适应放疗是一种治疗方法，能够在治疗过程中追踪患者及其器官随时间的变化情况，从而改进治
疗计划。这些可能是由于患者摆位引起的对象体积和位置变化，可能是体重增加或减少，或对治疗
的反应。 

iPlan RT Adaptive

iPlan RT Adaptive 是一种随 iPlan RT 提供的决策工具，只能结合 iPlan RT 和 iPlan RT
Image 进行操作。它不用于重新计划。

iPlan RT Adaptive 可帮助您决定是否需要更改计划来改进患者治疗效果，或计划是否仍然有效。
这种决定基于额外的锥形束 CT 扫描或额外的计划 CT 扫描。您可以据此准备计划，轻松快速地在
iPlan RT Dose 中重新计划。

出发点是当前用于患者治疗的原始治疗计划。在每个分次治疗后（或每当可以使用新的扫描 - 锥
形束 CT 或 CT 时），新的数据集将会添加至原始计划。数据集可经过刚性或弹性融合，并且对象
会自动传输至新的数据集中。

现在，医生/物理师能够根据新的轮廓和原始剂量分布的剂量覆盖（针对原始计划计算得出）执行
审核，决定计划是否仍然有效。

常用软件界面

iPlan RT Adaptive 提供与 iPlan RT 和 iPlan RT Image 相同的用户界面和常用 GUI 功能。

常用功能包括：

• 装载患者记录和数据

• 标准影像操作功能

iPlan RT Adaptive 工作流程

iPlan RT Adaptive 标准工作流程可用于在适用或必要时添加新的或额外的数据集：

步骤

1. 装载治疗计划。

2. 导入额外的数据集（锥形束或额外的计划 CT 扫描）。

3. 执行影像融合将数据集引入同一参照框架内。

4.
执行对象变形。iPlan RT Adaptive 搜索 新的影像集，查找在其他融合集中定义的计划
对象。您可以定义对象对，对象可以从一个集合传输到另一个集合，不受扫描日期影响。
这是一种弹性变形。

5. 根据需要修改对象。您可以使用标准对象操作工具调整变形的对象。

6. 审核对象随时间的物理变化，考虑原始剂量分布是否令人满意。

7. 选择是保留原始治疗计划，还是准备数据以使用 iPlan RT Dose 重新计划。

iPLAN RT ADAP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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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使用 iPlan RT Dose 装载以 iPlan RT Adaptive 保存的计划，除非对这些计划进行准备以便
重新计划。

什么是自适应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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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查看和导入数据

一般信息

您可以在 View and Import 步骤中查看治疗计划和导入 新的数据集。

主屏幕

图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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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 添加其他影像集

一般信息

您可以向治疗计划中导入 新的患者影像集。但只能添加 CT 数据。

在将新的影像集添加至现有治疗计划前，确保装载的治疗计划与新影像集用于同一患者，并确保装
载了正确的计划。

安全注意事项

锥形束 CT 的质量可能相差很大。确保所有的相关信息均正确显示，在影像质量（扫描范围或对比
度）不足时重新扫描患者，并且不要将此扫描用于任何计划的重新验证。

iPlan RT 仅能显示影像扫描设备计算和导出的每个像素 HU 值信息。当解读这些信息时请小心谨
慎，确保信息的正确性，例如锥形束 CT 数据或旋转血管造影数据不能包含真实的 HU 值！如果在
导入过程中未指定正确的子模态/成像模态，则软件无法区分正确的 HU 值和灰度值。

在将新的影像集添加至现有治疗计划时，确保装载的治疗计划与新影像集用于同一患者，并确保装
载了正确的计划。

务必确保有充足的数据用于治疗计划，即所有相关信息均可见，数据集未扭曲。

仔细审核从第三方计划系统导入或导出至第三方计划系统的结构形状。由于 DICOM 标准的性质，
在传输过程中一些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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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导入数据集

步骤

1.

单击 Add Data...。

2.
按 Set Selection 对话框中的 Orientation，输入正确的成像模态、子模态和方位（第
398 页）。

3.

装载所选的存档后，系统将会询问是否希望将新数据添加至当前的患者数据中。

• 单击 Yes 将新数据直接添加至当前的患者数据中。

• 单击 Cancel 中止导入新数据。

查看和导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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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有关 DICOM 存档和导入选项，请参阅临床用户指南 iPlan RT Image。
 

在 DICOM 数据导入过程中，检查是否所有一般 DICOM 信息（例如成像模态、患者姓名和出生日
期）都由 iPlan RT Adaptive 正确解读，确认从影像扫描设备发送的信息是否正确。

确保输入每个扫描的子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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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在导入过程中修改影像方位

如何显示 Orientation 对话框

在 Set Selection 对话框中单击 Orientation ... 显示 Orientation 对话框。

Orientation 对话框

图 249 

如何修改影像方位

为正确显示数据（例如 HU 值），还需验证选择了正确的成像模态和子模态。

如何输入成像模态和子模态

您可以在此对话框中输入 Modality 和 Submodality，或在 iPlan RT Dose 的治疗计划属性中输
入。

确保输入用于锥形束 CT 影像的子模态 CB。

安全注意事项

确保在影像扫描设备中输入了正确的患者体位。

每次体位更改都记录在序列备注和日志文件中。

确保选择了正确的成像模态和子模态。

请注意，锥形束 CT 不包含真实的 HU 值，剂量计算可能不正确。

查看和导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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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方位功能

如果患者扫描已经完成，但扫描操作员使用了错误方位或输入了错误模态，您可以使用这些功能来
修正影像方位或模态。请注意，在某些影像扫描设备和医学信息格式中，影像标题不包含影像方位
信息。

要素 功能

浏览影像

影像重建视图中的切层可以按升序或降序进行浏览，直至找到适合的影像。您
可以：

• 使用鼠标滚轮逐一滚动浏览切层，查看可用的影像数据。

• 在按住键盘上 shift 键的同时，使用鼠标滚轮滚动浏览各组，查看可用的影
像数据。

• 使用键盘上的向上和向下箭头，向前或向后滚动一个切层。

• 使用键盘上的 Pg Up 和 Pg Dn 键，向前或向后滚动浏览各组，查看可用的影
像数据。

Flip A-P 按以下方向翻转所选的影像：

• A-P（前-后）

• H-F（头-足）

• L-R（左-右）

Flip H-F

Flip L-R

Rotate A-P 按以下方向旋转所选的影像：

• A-P（前-后）

• H-F（头-足）

• L-R（左-右）

Rotate H-F

Rotate L-R

Undo 撤消 后一次更改。

Reset 重置做出的所有更改。

Modality 如果尚未在影像扫描设备上预定义，可以在此选择扫描数据集的模态。

Submodality

如果尚未在影像扫描设备上预定义，可以为当前模态选择适当的子模态：

• Angio
• Contrast
• CB = 锥形束

Patient Ori‐
entation

• 对于患者方位，如果尚未在影像扫描设备上预定义方位，您可以选择 Prone、
Supine、Decubitus Left 或 Decubitus Right。

• 如果已经自动定义 Unknown，在继续前确保选择了正确的影像数据选项。

Scan direction
• 对于扫描方向，选择 Head first 或 Feet first。

• 如果已经自动定义 Unknown，在继续前确保选择了正确的影像数据选项。

Image Type
• 对于影像类型方向，选择 Axial、Coronal、Sagittal 或 Unknown。

• 如果已经自动定义 Unknown，在继续前确保选择了正确的影像数据选项。

Series comment 查看影像扫描设备操作员输入的备注。

安全注意事项

认真验证影像标签（左-右、前-后、头-足）。仅当您确信患者体位需要修正时，才使用旋转按
钮。单击 OK 确认定义的方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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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影像融合

一般信息

Image Fusion 使您能够将原始治疗计划的影像集与 新的导入数据相融合。这将所有的数据集引
入到同一参照框架，用于对象比较和剂量覆盖。

务必执行与 IGRT 解决方案中为治疗定位执行的相同融合。

建议将所有的额外数据集（CT 或锥形束 CT 扫描）融合至原始计划的参照集中。

融合算法的第一步是检测起始位置。这通过融合影像平衡点来实现。下一步是粗糙网格融合。如果
执行了手动融合，融合算法将跳过第一个融合步骤。

显示的剂量位置取决于刚性影像融合。为获得有意义的剂量显示，确保刚性影像融合对应于为患者
治疗定位所执行的融合。

主屏幕布局

②

①
③

④

⑤
⑥

图 250 

计划区域

除了计划视图和工具栏中提供的功能外（请参见第 47 页），计划区域中提供以下选项。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检查框 一旦影像融合完成，您可以通过检查框来验证精确度。

② 蓝色/琥珀色
为了方便区分待融合影像集间的差异，在切层视图中，一个集
合显示为蓝色，另一个集合显示为琥珀色。

③ 融合对列表

在功能区的顶部，列出成对的影像集。

• New... 可用于定义新的影像融合对，或修改现有的影像融合
对（请参见第 402 页）。

• Reset 可用于撤消完成的影像融合。

影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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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要素 功能

④ Blue/Amber
这些功能可用于调整蓝色/琥珀色设置，实现增强的影像显示
（请参见第 404 页）。

⑤ Manual Fusion
手动融合功能可用于大幅调整操作 (Coarse) 和小幅调整操作
(Fine)，请参见第 406 页。

⑥ Automatic Fusion
通过此处提供的功能，可以定义一个随后在自动融合过程中应
用的特定范围（请参见第 410 页）。

术语

术语 说明

相关集合 这是融合对中的第二个影像集。它将融合到对准集。

对准集

对准集是融合选择列表中的第一个集合。它是所有影像集直接或间接融合到的
影像集：

CT 1

CT 1

CT 1

CB 1

CB 2

CB 3

所有其他数据集应当融合到原始计划的参照集中。

在上面的示例中，CT1 是原始计划的对准集和参照集。

对准集是用于治疗床上后续患者对准的影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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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 定义融合对

一般信息

在执行影像融合前，您需要定义合适的影像对。

Brainlab 建议将所有其他数据集融合到当前治疗计划 CT 中。

在影像融合过程中，第二个数据集将被移动并旋转至第一个影像集。由于第三方应用程序可能不支
持旋转的数据集，待导出的数据集应当是融合对的第一个影像集。

如何激活影像对创建

步骤

1. 要定义合适的影像对，在功能区中单击 New...。

2. 此时将会显示融合创建对话框。

Fusion Creation 对话框

图 251 

如何选择融合对

要将其他数据集融合到原始计划 CT 扫描中：

步骤

1. 在 Image Set 1 下，选择原始计划 CT 扫描。

2. 在 Image Set 2 下，选择附加 CT 扫描。

3. 单击 OK。

影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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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列表

图 252 

成对的影像集显示在功能区的融合列表中。

重新计划

对于重新计划，建议选择新的计划 CT（新参照集）作为 Image Set 1，选择旧参照集作为 Image
Set 2。

图 253 

同一参照框架

同一参照框架中影像集的标示方法是：在菜单栏影像集对列表中前方带有一个灰色勾选框。此参照
框架信息源自用于将影像集导入计划软件的 DICOM 文件，其中包含 Image Fusion 任务。

假参照框架集

带有相同体积信息（即相同的切层数量、相同切层位置、相同切层方位和相同扫描日期）的影像集
被视为可按照类似于参照框架融合的方式进行融合。除非已经融合，否则那些能配对的影像集可以
在菜单栏的影像集对列表中的选框里标有一个灰色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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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 增强融合显示

一般信息

为了更容易地区分显示的影像集，已融合的配对影像集（请参见第 402 页）被显示为蓝色。

在影像融合过程中，待调整的配对影像集显示为琥珀色。

为帮助定向，琥珀色影像集和蓝色影像集显示在影像视图右上方。

融合视图

① ②

图 254 

编号 要素

① 正常显示

② 琥珀色视图边缘被激活

蓝色/琥珀色滑块

图 255 

调整融合显示

选项

要想更清晰地显示特定影像集，请向适当的方向移动滑块（Blue 或 Amber）。

要想仅显示特定影像集的外部轮廓，请激活相应的 Edges 复选框。

影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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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 增强影像窗设置

一般信息

如果您在执行影像融合，可以为每个影像集单独定义高级的窗设置。

通过调整这些设置，您可以更容易地区分显示的影像集。

如何激活高级的窗设置

步骤

单击 Advanced Windowing 按钮打开 Windowing 对话框。

Windowing 对话框

图 256 

调整影像窗设置

借助提供的两个单独选项卡页面（Windowing Blue 和 Windowing Amber），可以为每个影像集单
独定义窗设置。

第 473 页提供了有关高级的窗设置的详细信息。

如何重置影像融合

步骤

可以随时单击功能区中的 Reset 撤消完成的影像融合。

在融合对列表中，影像对左侧的复选框（如果 初采用参照框架融合进行融合）将呈灰色勾选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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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4 执行手动融合

一般信息

通过手动融合，您可以手动匹配 Fusion Creation 对话框中定义的琥珀色影像集与蓝色对准集
（请参见第 402 页）。

这些功能可用于大幅调整操作 (Coarse) 和小幅调整操作 (Fine)。

调整操作将显示在所有影像视图中。

融合功能

图 257 

粗糙融合视图

①

②

图 258 

如何执行粗糙融合

步骤

1. 在功能区中，单击 Coarse。

2.
要想在任何方向沿直线移动影像，将鼠标置于影像视图的中心，根据手形符号 ① 拖动影

像，直至琥珀色影像正确定位。

3.
要想旋转影像，将鼠标置于影像视图的边缘，使用箭头手形符号 ② 拖动影像，直至琥珀

色影像正确定位。

影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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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融合视图

① ②

图 259 

如何执行精细融合

步骤

1. 在功能区中，单击 Fine。

2.
要想沿直线移动影像（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将鼠标置于影像视图的边缘（顶部、
底部、左右），使用箭头符号 ① 单击影像，直至琥珀色影像正确定位。

3.
要想旋转影像，将鼠标置于影像视图的边角，使用弯曲的箭头符号 ② 单击影像，直至琥

珀色影像正确定位。

注 : 在精细手动融合过程中，每次单击鼠标所致的位移大小取决于所选的缩放系数。
 

如何重置影像融合

步骤

可以随时单击功能区中的 Reset 撤消完成的影像融合。

在融合对列表中，影像对左侧的复选框（如果 初采用参照框架融合进行融合）将呈灰色勾选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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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 定义融合范围

一般信息

通过在对准集中定义融合范围，您可以在后续自动融合中排除两个影像集中不一致而导致融合不精
确的信息。示例包括移动的标靶体积或定位器设备。

为获得 佳结果，调整影像融合区，以纳入尽可能多的相似信息，仅排除不同的区域。

如果您将要融合包含不同患者定位的数据集，例如头部弯曲度不同，或在治疗周期里执行的扫描中
患者体重增加或减少，这种调整操作尤为重要。

融合功能

图 260 

如何访问融合范围功能

步骤

1. 要定义融合范围，在功能区中单击 Modify Range...。

2. 现在可以在 Modify Range 对话框中修改默认融合范围。

注 : 由于患者的解剖结构通常不同（锥形束 CT 相较于原始 CT），因此务必基于治疗区或固定结
构（例如骨）定义一个范围。
 

注 : 自动影像融合的默认感兴趣区大小为 Image Set 1 的 70%（如 New... 对话框中所设置）。
 

Modify Range 对话框

图 261 

影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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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修改融合范围

步骤

1.

单击对话框右侧的 Adjust Fusion Region 按钮。

2. 将鼠标置于影像视图的蓝色边框上。

3. 边框现在变成黄色，可以执行调整使其包围要用做融合参照的区域。

4. 单击 OK 确认该融合范围。

定义的融合范围应当定位合适，大小足以包含尽量多的计划治疗相关结构。

如果您未保存更改就退出影像融合步骤，则已经定义的任何融合范围信息将被放弃。在此类情况
下，必须在执行自动融合前重新定义融合范围（请参见第 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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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 执行自动融合

一般信息

自动融合功能使用交互信息算法，根据两个影像集的共同解剖结构将影像融合在一起。

在此过程中，不会考虑影像切层的亮度变化。

在执行自动融合前，强烈建议设置适当的融合范围（请参见第 408 页），以便确保适当的自动融合
精确度。如果对自动融合的结果不满意，应当修改融合范围以改善融合结果。

融合功能

图 262 

如何执行自动融合

步骤

1. 单击 AutoFUSE 激活自动影像融合。 

2.
自动融合算法通过融合影像平衡点和执行粗糙网格融合，确定一个起始位置。如果已经执
行了手动融合（请参见第 406 页），将会跳过此步骤。

3.
琥珀色影像集执行移动和旋转，直至拟合 Fusion Creation 对话框中定义的蓝色对准集
（请参见第 402 页）。

融合完成

图 263 

后续校正

如果对自动融合的结果不满意，则可以：

• 执行手动融合（请参见第 406 页）。

• 重新定义融合范围（请参见第 408 页），然后重复自动融合。

影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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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重置影像融合

步骤

可以随时单击功能区中的 Reset 撤消完成的影像融合。

在融合对列表中，影像对左侧的复选框（如果 初采用参照框架融合进行融合）将呈灰色勾选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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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7 验证融合精确度

一般信息

融合了两个影像集后，您可以使用检查框视图（计划屏幕的左上方视图），目视验证影像融合的精
确度。

• 检查框显示为一个蓝色边框，叠加于影像融合期间已调整的琥珀色影像集上。

• 对准集显示在蓝色边框内。

在参照集上必须认真审核融合数据集上绘制的所有对象（参照集除外），确保对象的位置和轮廓正
确。

检查框视图

图 264 

如何验证融合精确度

步骤

1. 将鼠标置于检查框区域上。检查框现在显示为黄色边框。

2. 将检查框区域拖动至重要的解剖标志上，验证影像集已经准确融合。

注 : 如果需要，您也可以使用鼠标单击并拖动边框边缘，调整检查框大小。
 

影像融合完成后，您必须目视验证融合结果，确保影像已经正确关联。

融合应当对应于 IGRT 系统上用于患者定位的融合。

影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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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对象变形

一般信息

iPlan RT Adaptive 能够将在源集合中定义的对象指定给其他扫描。它将对象的副本映射到标靶影
像，使它们适应当前的大小和形状。这种自适应过程在此称为对象变形。

变形始于集合的刚性融合。您可以选中源数据集，此源数据集中的所有对象将根据两个数据集的弹
性融合变形。

带有结构类型“外部轮廓”的对象不会变形。变形只能在 CT、锥形束 CT 数据集上实现。只有未
发生变形或未用作变形模型的对象才能移至其他数据集。

主屏幕

图 265 

尽管对象变形可能提升轮廓工作流程的效率，但并不能替代医生的临床判断。变形的轮廓不会自动
修正，医生必须在将它们用于计划评估或治疗计划之前，审核、修改和批准每个切层上的变形轮
廓。

MR 扫描中的对象

如果在 MR 数据集中定义了对象，在执行对象变形前，将其移动至 CT 参照集。这可以在 Object
Morphing 步骤中实现：

步骤

1. 选择包含对象的数据集。

2.

在对象列表中选择对象详细信息按钮。

3. 在 Image Set 选项卡中，选择标靶 CT 集，然后激活 Move all objects 复选框。

4. 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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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执行对象变形

步骤

1.
在功能区 Source Image Set 下的列表中选择一个集合。源影像集必须为 CT 扫描，而且
这个数据集必须仅包含属于该数据集的对象。只能使用刚性融合的集合。

2. 选择一个标靶影像集。对象将会变形至此集合中。

3.

单击 AutoMORPH。软件现在开始对源集合进行弹性变形并传输对象，从而创建对象的副
本。新对象属于标靶影像集。外部轮廓没有发生变形。发生变形的对象以虚线边缘显示。

您可以在 Grid 选项卡中查看变形网格。这允许您查看变形和区域，其中数据集或多或少
发生变形。

如果弹性融合结果达不到期望，则修改范围。

仅当选择了正确的对象类型时，外部轮廓才会发生变形。

4. 认真审核所有对象，确保位置和轮廓正确。

如果源和标靶数据集的扫描范围不同，对象可能被裁剪，设定范围以外的对象将不会被传输。

在将对象用于计划前，验证对象，根据需要予以修改。

查看变形的对象

在此步骤中创建的对象现在包含在治疗计划中，可以在 Plan Contents 选项卡中进行查看，并且
它们分组在所属的数据集下：

图 266 

在手动更改任何对象或数据集的名称前，请注意这可能导致难以识别对象版本（例如，标靶集名称
不同于对象名称中的指定标靶集）。

对象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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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变形的对象

步骤

要重置变形，单击 Reset。

Reset 将会删除在变形步骤过程中创建的所有对象。

如果重复变形步骤，先前存在的对象将被新的对象取代。

如何修改变形范围

对象变形的默认融合范围是源数据集的外部轮廓（如果适用）。如果没有外部轮廓，将为标靶集的
整个切层集。如果手动修改了融合范围，将会使用外部轮廓和感兴趣区的交集。

要减小变形算法涉及的感兴趣区：

步骤

1.

单击 Modify Range...

随之显示 Modify Range 对话框：

2.

单击对话框右侧的 Adjust Outer Contour Region 按钮。

3.
在 Axial、Coronal 或 Sagittal 视图中，将鼠标置于蓝色边框上，调整边框以排除不考
虑变形的区域。

4. 单击 OK 确认您的选择。

注 : iPlan RT Adaptive 使用两种不同的变形算法。如果源集合中的结构类型为前列腺、膀胱或
直肠，在弹性转换前将会首先填充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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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 网格视图

一般信息

对象变形的结果还可显示为网格，其中显示变形矩阵。

网格视图

图 267 

大小限制

如果要导出，网格矩阵中可能的点数将会受到限制。网格导出的 大值可为 10 MB，具体取决于感
兴趣区的大小。因此，您可以通过使用 Modify Range... 减小感兴趣区来增加矩阵的颗粒度。

如何导出网格

要将网格作为数值数据导出，在网格窗口中右键单击鼠标，选择 Export Deformation Field to
Clipboard。您随后可以将此数据粘贴到其他应用程序中。

对象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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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对象修改

一般信息

在此步骤中，您可以根据需要使用 iPlan RT 绘图工具查看和修改变形的对象。

主屏幕

①

②

③

图 268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Slice and Image Set
Selection 按钮 选择要查看的影像集。

② Image sets

③ Objects 选择要查看和修改的对象（只能修改选中的对象）。

视图

选项卡 视图

Overview

您可以按键盘上的 Control 键，然后单击 Image Sets 列表中的多个影像集，
同时查看来自不同影像集的对象。

使用 Slice and Image Set Selection 按钮选择用作背景的影像集。

您不能在此选项卡中修改对象。

Slices 您只能一次查看一个影像集中的对象。

双击一个对象，使其居中。所选的对象以较粗轮廓显示。变形的对象具有虚线轮廓。

您不能修改原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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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对象

不能修改原始计划中的对象。但您可以修改 Slices 选项卡中的变形对象。此步骤提供用于操作对
象的 iPlan 功能，包括：

• Brush 和 Eraser

• Smartbrush

• Smartshaper

第 124 页对这些功能进行了详细说明。

确保您选择了正确的修改对象。

在离开本步骤前，确保所有对象正确。

对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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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审核治疗计划

一般信息

在 Review 步骤中，您可以审核对计划对象的更改，将其当前状态与原始治疗计划的状态进行比
较。您也可以审核原始计划中的剂量分布，决定在当前条件下是否仍然适用于患者。

仅当原始计划中包含剂量计划时，Review 步骤才适用。

安全注意事项

位移和体积根据分割的对象计算。如果对象不能被完全分割（例如由于源和标靶数据集的扫描范围
不同），则位移和体积不代表真实情况。在做出 终决定前，请将此考虑在内。

如果新影像数据集显示了患者解剖结构的变化，临床专家必须决定是否需要更新计划。医院有责任
制定在治疗过程中调整治疗计划的程序。

确保所有相关信息显示在新的数据集中（扫描范围足够大，影像质量足够好），其质量足以决定是
否需要更新计划。

确认您使用正确的对象版本和数据集组合进行计划验证。

在开始审核前，确保所有对象正确无误。

在决定计划是否有效之前，需要由有经验、经过培训的医生彻底检查计划、所有显示的结构、融合
结果和所有显示的统计值。软件显示的所有值可用于辅助决策流程，但应当根据常识判断这些数
字，不能只根据这些数字作出决定而不考虑整体情况。

不同对象版本之间的相互关联基于刚性影像融合。为获得有意义的位移信息，确保刚性影像融合对
应于为患者治疗定位所执行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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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屏幕

图 269 

在此步骤中，仅显示用于治疗计划的对象。

审核剂量分布

在此步骤中，您可以在多个选项卡的任何切层视图中查看为原始治疗计划计算的剂量分布。因此，
您可以查看原始对象和变形对象的剂量分布，以便判断计划的分布是否仍然适用。剂量覆盖基于刚
性影像融合。

第 201 页说明了剂量分布功能。

剂量分布不会重新计算。计算基于未变形的初始参照集。对于变形的对象和变化的患者解剖结构，
剂量可能不准确。

审核集合

①
②

③
图 270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灰色标签 融合但未变形的对象

② 灰色斜体标签 未融合

③ 黑色标签 变形的融合对象或原始对象

审核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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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审核对象

在 Overview 选项卡上，您可以按键盘上的 Control 键，然后单击 Image Sets 列表中的多个影
像集，同时查看来自不同影像集的对象。

使用 Slice and Image Set Selection 按钮选择用作背景的影像集。

审核对象随时间的变化

在 Object History 选项卡上，您可以审核计划对象随时间的变化情况。主窗口按照时间顺序提供
来自每个可用数据集的每个对象的图形和数值数据。

①

②

③

⑤

④

⑥

⑦
图 271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比较

单击选择一种测量，随时间推移比较对象：

• 相对体积差百分比

• 绝对体积

• 对象中心的位移，位移基于刚性影像融合计算得出

② 对象趋势 每条线带有相应对象的颜色。

③ 影像集 集合按照扫描日期或导入日期排序。

④ 数据集 激活复选框可在图形中和导出时包含相应数据集。

⑤ 对象 在变形过程中可能被裁剪的对象以星号 (*) 标记。

⑥ 数值表 图形所依据的数值。

⑦ Copy
复制选中的数据，可以粘贴到其他应用程序中。仅会复制相应复选框
被激活的列。

注 : 在此视图中没有剂量覆盖，但可以在 Overview 选项卡中查看。
 

在比较对象历史中显示的不同对象版本数值前，检查在不同数据集中是否所有对象均完全显示，或
是否将比较不同的对象像格（例如脊髓）。

并排审核影像集

在 Side by Side 选项卡中，您可以直接并排审核两个数据集的影像数据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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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要选择在主屏幕的右侧显示哪一个集合，单击功能区的列表中当前选中的右侧影像集，然后单击
新的影像集。

要选择在主屏幕的左侧显示哪一个集合，单击功能区的列表中当前选中的左侧影像集，然后单击
新的影像集。

图 272 

审核 DVH

在 DVH/Reconstructions 选项卡中，您可以审核来自原始计划的对象或变形对象的剂量体积直方
图 (DVH)。

显示的剂量是为原始治疗计划计算的剂量。但是，DVH 计算使用新对象的体积。

在比较不同对象版本的 DVH 之前，检查在不同数据集中对象是否完全显示，或是否会比较不同的
对象像格（例如肺）。

剂量分布不会重新计算。计算基于未变形的初始参照集。对于变形的对象和变化的患者解剖结构，
剂量可能不准确。

审核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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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图 273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影像集列表
选择包含待查看对象的影像集。可以选择一个以上的影像集，
以便比较多个对象版本的 DVH。

② 对象
选择一个对象，以显示相应的 DVH。只能选择用于治疗计划的
对象。

比较多个集合

您可以在 Multiple Sets 选项卡中同时比较多个影像集：

步骤

1.
使用工具栏中的 Slice and Image Set Selection 主按钮选择主影像集。此影像显示在右
上方视图中。

2.
在其他三个视图中使用每个视图中的 Slice and Image Set Selection 按钮选择其他影像
集。属于主集合（右上窗口）的对象显示在所有其他数据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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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重新计划

一般信息

在审核完毕对患者的更改后，您可以决定是否创建一个新的计划。

Brainlab 强烈建议对患者执行新的 CT 扫描。

在继续“Prepare for Re-Planning”步骤前，建议保存计划的实际状态。在准备过程中，原始计
划的组织模型将会被删除，所有对象将被移动至新的参照集中（“角色重新指定”）。不能使用
iPlan RT 4.5 Adaptive 重新启动没有组织模型的计划。

准备更新的治疗计划

要生成更新的治疗计划：

步骤

1. 生成新的患者 CT 扫描。

2.
使用新扫描执行 iPlan RT Adaptive 工作流程（请参见第 393 页）。

在此情况下，使用新集合 "Image Set 1" 执行融合，请参见第 403 页。

3. 在 Navigator 中选择 Proceed with Re-Planning。

4.

您将被提示保存计划。

• 选择新计划 CT 用作参照集。

• 外部轮廓被删除。不能使用 iPlan RT Adaptive 重新装载没有组织模型的计划。

• 新参照集中的对象成为计划对象（角色重新指定）。

5.
iPlan RT Dose 自动启动，允许您在 Surface Segmentation 步骤中创建新的治疗计划。
在原有计划中设置的参数仍然可用（射束、等中心等）。

如果新的计划 CT 需要定位，则定位只能在 iPlan RT Image 内完成。在定位后，您必须再次执行
刚性影像融合。然后，请认真检查是否所有对象仍然被正确定位和绘制。

注 : 如果治疗形状必须适应变化，治疗组不能被锁定。
 

安全注意事项

更新等中心位置和治疗 MLC 形状，如果需要，根据新的情况重新优化 IMRT 计划。

当决定调整当前治疗计划时，必须重新扫描患者，导入新的 CT 扫描并用作参照 CT 集。

请谨慎选择新的参照集。建议仅基于 CT 扫描进行计算。如果使用了先前的 CT 扫描，剂量可能不
会反映实际分布。

等中心和准直仪叶片不会针对新计划而自动调整，而是保留在原始计划中设置的位置。

重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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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PLAN RT PHANTOM QA
15.1 关于 iPlan RT Phantom QA

一般信息

iPlan RT Dose 随附的 iPlan RT Phantom QA 应用程序可用于验证治疗计划是否满足您的要求。 

如何执行体模映射

步骤

1. 启动 iPlan RT Phantom QA 软件。

2.
将治疗体模的 CT 扫描装载到 iPlan RT Phantom QA 中。

您可以使用第 53 页所述的相同装载流程来装载体模 CT 扫描。

3.

对体模 CT 扫描执行 Surface Segmentation 和 Object Creation。

您可以采用与上述用于 iPlan RT 的相同方式来执行这些任务。

• 请参见第 69 页

• 请参见第 103 页

4.
在 Phantom Mapping 步骤中，装载您要验证的患者治疗计划（请参见第 426 页）。

现在，您可以查看治疗计划的分布情况和感兴趣点，这些已映射到体模上。

通过照射体模检查剂量分布

您可以将一张底片置于体模上进行所需水平的照射，也可以使用其他剂量测量方法。

您可以通过剂量影像扫描设备分析照射后的底片，从而说明剂量分布是否确切符合治疗计划。

iPLAN RT PHANTOM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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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装载治疗计划

一般信息

您可以在 Phantom Mapping 步骤中装载治疗计划。由此，当剂量分布映射至体模的 CT 扫描上
时，您就可以检查剂量分布。

如何装载治疗计划

步骤

1.

在 Phantom Mapping 步骤的功能区中，单击 Load Treatment Plan ... 装载所需的治疗
计划。

您可以使用上述用于 iPlan RT Dose 的相同装载流程来装载治疗计划。请参见第 53 页

2.

在装载了治疗计划后，将会显示此消息：

如何装载不同的治疗计划

如果您不希望将更改保存至治疗计划，而是希望使用不同的治疗计划执行体模映射：

步骤

1. 在功能区中选择代表治疗计划的 RTPlan 对象。

2. 单击 Delete。现在治疗计划已被删除。

3. 单击 Load Treatment Plan（请参见第 426 页）装载不同的治疗计划。

处方

在 Phantom Mapping 模式中，DICOM RT 计划的处方模块包含一个标靶处方剂量为 1.0 戈瑞的虚
拟处方。

装载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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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 定位治疗组（等中心）

一般信息

在轴向重建中，您可以清楚地辨识标示底片垂直位置的细线。小的圆圈代表剂量测量设备的插入
口。等中心的当前位置（治疗组）标记为一个绿色的小十字瞄准线。

如何定位等中心

等中心 初定位在表面分割期间定义的参考点（请参见第 69 页）。

按照下述步骤，可在底片位置或剂量测量设备的插入口定位患者数据集的等中心：

步骤

1.

在 Phantom Mapping 步骤的 Functions 区中选择治疗组。

2. 单击 Position。

3.

使用鼠标将绿色的小十字瞄准线置于所需的位置。

等中心移动的效应

如果一个等中心发生移动，则与其他等中心的关系将会保留。MLC 位置的原始值不会被修改。

等中心的位置不需要定位在底片平面。这允许使用带有多个底片插件的体模进行三维验证。iPlan
RT Dose 导出可包含任意切层和体积。

iPLAN RT PHANTOM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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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 设置归一化系数

一般信息

在将患者数据集的等中心置于所需的位置后，您可以使用工具栏中的 Show Dose 和 Dose Display
功能来显示剂量分布。有关这些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01 页。

如果照射的剂量超过底片的剂量范围，曝光的底片则不显示精确的剂量分布。在此情况下，您可以
使用功能区中的 MU Normalization ... 来减少照射的剂量，同时保留关系。

如何激活 MU 归一化

单击 Phantom Mapping 步骤 Functions 区中的 MU Normalization ...。

如何执行 MU 归一化

步骤

1.

如果为不同等中心（治疗组）的分次治疗只使用了一个统一值，此值将用作默认值。

否则，在 Divide by 字段中输入一个数字，照射的剂量将除以该值；例如，如果您输入
10，照射的剂量将会除以系数 10。

2. 单击 OK 进行确认，或单击 Cancel 退出对话框。

装载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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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 其他设置

感兴趣点

此外，也可以在体模映射过程中定义感兴趣点，例如显示 小或 大剂量。请参见第 219 页。

更改射束和弧参数

在定义了归一化系数后，您可以根据需要更改射束和弧参数：

• 请参见第 182 页

• 请参见第 185 页

您可以更改入射角度，以便从首选的角度照射，或者甚至可以根据需求调整单个 MU。

例如，您可以将除了一个射束外的所有射束设置为零，以便分析这个特定射束。请记下单个射束的
原始 MU，例如使用打印输出（请参见第 375 页）。

验证

若在体模映射中修改 MU，可能导致复杂单元（例如 HybridArc 单元）或静态 IMRT 子野各单元间
的 MU 关系因舍入问题而或多或少有所不同。在修改 MU 后，务必对照体模映射计划，而非来自
iPlan RT 的原始治疗计划执行底片-剂量验证。

iPLAN RT PHANTOM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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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结束体模映射

一般信息

在完成 Phantom Mapping 步骤后，您可：

• 保存治疗计划（请参见第 49 页）。治疗计划连同体模数据一并保存。

• 选择 RTPlan 对象并将治疗计划导出至 DICOM（请参见第 343 页）。

• 打印治疗计划（请参见第 375 页）。

• 退出应用程序。您可以采用与上述用于 iPlan Dose 的相同方式来执行这项操作（请参见第 51
页）。

结束体模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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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用于 BRAIN METASTASES
1.x 的 iPLAN RT 4.5

16.1 概述

一般信息

经许可用于 Brain Metastases 的 iPlan RT 4.5 是 iPlan RT Dose 4.5 的精简版。它专门与
Brain Metastases 软件结合使用，以便于机器数据资料的调试和验证。该 iPlan RT 版本不能用
于治疗计划，因此仅允许装载计划目的为 Machine Quality Assurance 的计划。

安全注意事项

经许可用于 Brain Metastases 的 iPlan RT 4.5 只能用于调试和验证机器数据资料。它不能用于
创建治疗计划。

用于 BRAIN METASTASES 1.x 的 iPLAN RT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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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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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用于 INVERSEARC 1.0 的
iPLAN RT 4.5

17.1 概述

一般信息

InverseArc（由 RaySearch 与 Brainlab 联合生产）医疗软件可将使用 iPlan RT Dose 4.5 或任
何第三方治疗计划系统创建的治疗计划转换成同等的 VMAT（容积调强弧形治疗）计划。

需要 DICOM RT 治疗计划用于输入计划（称为参照计划）。然后，使用 VMAT 技术创建同等的
DICOM RT 治疗计划。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InverseArc 手册。

为了将使用 iPlan RT Dose 创建的治疗计划用作 InverseArc 中的参照计划，它们必须导入至
DICOM。为此，使用一个特殊的平台（VMATifier 平台）。与常用的 DICOM 导出相反，这个平台确
保下述几点：

• 导出 DVH 限制，以便能够在 InverseArc 中审核治疗计划。

• 所导出剂量矩阵的分辨率与 iPlan RT Dose 中 RTPlan 属性对话框的 Dose Resolution 相匹
配。（注：对于所有其他平台，所导出剂量矩阵的分辨率与参照 CT 影像系列的分辨率相匹
配。）由于 InverseArc 在创建 VMAT 治疗计划时使用完全相同的剂量分辨率，因此所导出剂量
矩阵的分辨率非常重要。

有关计划的说明

当使用 iPlan RT Dose 为 InverseArc 创建参照治疗计划时，应当考虑以下信息：

• InverseArc 尝试放置 VMAT 弧，使其与参照计划中的射束/弧设置类似（即，它通常会使用相同
的治疗床角度和相同的等中心）。但是，用户应当始终检查 InverseArc 建议的弧设置，然后再
开始 VMAT 优化。

• 如果参照计划具有便于用弧模拟的剂量分布（即，9 个等间隔的共平面 IMRT 射束），则使用
InverseArc 生成同等的 VMAT 治疗计划 有效。

安全注意事项

要在 InverseArc 安装之后重新验证系统，建议采用重新验证测试。

用于 INVERSEARC 1.0 的 iPLAN RT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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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软件重新验证
18.1 概述

一般信息

下面是对系统稍作变更后的建议系统验证测试，包括：

• 操作系统修复补丁

• 病毒扫描程序安装

• 第三方软件安装

对于重大操作系统变更（新操作系统、新服务包等），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如何对 PatXfer RT 版本 1.5 执行软件重新验证

要执行这些测试，需要在 PatXfer RT 中配置以下各项：

• 工作 DICOM Q/R 存档。

• 映射网络驱动器上的 Brainlab 存档（如果没有可用的映射驱动器，则使用本地驱动器）。

• DICOM SCU 导出存档（如果没有可用的网络，则使用本地 DICOM 导出存档）。

步骤

1. 选择 DICOM QR 存档并按 Next。您看到患者列表了吗？

2. 选择患者并按 Next。患者的所有影像是否都已加载并显示出来？

3.
将患者数据导出到映射驱动器上的存档。所有文件是否都已按要求导出？使用 Windows
Explorer（Windows 资源管理器）进行检查。

4.
返回存档选择列表。从您的 Brainlab 存档加载任何 xBrain 数据。数据是否已正确加
载？

5. 将所选患者导出到配置的 DICOM SCU 导出存档。所有文件是否都已按要求导出？

如何对 iPlan RT Image 版本 4.1 执行软件重新验证

要执行这些测试，需要以下验证数据：

• Cranial xBrain 患者数据以及至少一个 CT 和一个 MRI 影像集。

步骤

1.
打开测试患者。患者/计划是否可以加载？包含对象的影像和计划是否正确显示？检查概览
（3D 显示和重建）、多个切层和多个集。

2.
仅适用于定位的患者数据：转到 Localization，为 CT 数据集指定正确的定位器。蓝色定
位器标记与 2D 切层中的定位杆是否匹配且在 3D 中的排列是否符合所用的定位器几何结
构？

3.
转到 Image Fusion，并执行自动影像融合。自动影像融合是否按要求执行？Spyglass 和
Amber Blue 视图是否可用于融合结果审核？

4.
转到 Object Creation，选择任何图谱器官（例如，脑干），并单击 Segmentation。自动
分割是否按要求执行？

软件重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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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分割的器官在所有视图和 3D 中是否显示正确？验证颜色和形状。

6.
3D 性能：添加图谱器官 Cerebrum，并启动自动分割。使用阈值分割设置分割 CT 数据集
中的器官 Bone。3D 显示是否正确？3D 概览是否仍可旋转？

7. 计划是否能够成功地批准和保存？

8. 启用所有打印项目。计划是否可以打印？

9. 重启 iPlan RT Image 并重新加载测试计划。测试计划是否能够成功加载？

如何对 iPlan RT 版本 4.5 执行软件重新验证

要执行这些测试，需要以下验证数据：

• Cranial xBrain 患者数据以及绘制轮廓的 OAR 和 PTV。

步骤

1.
打开测试患者。包含器官的测试患者是否正确显示？检查概览（3D 显示和重建）、多个切
层和多个集。

2.
转到 Surface Segmentation 并计算外部轮廓？外部轮廓是否已计算？外部轮廓是否显示
在 3D 显示中？

3. 转到 Object Manipulation 并创建放大的器官。放大的器官是否可以创建？

4.
转到 Dose Treatment 并创建任何治疗计划。打开剂量显示。Irradiation Plan 选项卡中
的 3D 显示是否仍正常工作？

5. 转到 Dose Verification 并切换到射野重建视图。DRR 是否显示？

6. 计划是否能够成功地批准和保存（例如，名为 Testplan）？

7. 计划是否可通过 DICOM 导出？

8. 如果 ExacTrac Export 可用：计划是否可导出至 ExacTrac？

9. 验证打印机校准。启用所有打印项目。计划是否可以打印？

10. 重启 iPlan RT 并重新加载测试计划。Testplan 是否能够成功加载？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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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19.1 计划视图的内容

一般信息

可用的选项卡和视图取决于工作流程步骤。

基本计划视图

基本计划视图提供 3-D 和切层重建：

图 274 

方向信息

每个视图边缘提供指示影像方位的字母。

方位 说明

A 前侧

P 后侧

L 左侧

R 右侧

H 头侧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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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 说明

F 足侧

计划视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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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查看 3D 数据集

一般信息

软件提供各种计划选项卡页面，可用于查看 3D 数据集的内容。

注 : 为了呈现患者的解剖结构，主要使用 3D 数据集。2D 数据集（第 441 页）和 4D 影像系列
（第 446 页）可用于补充 3D 影像信息。
 

计划视图

①

③

②

④

⑤

⑥

⑦
图 275 

计划视图内容

编号 要素

① 每个视图左上角提供的各种功能，例如 Full Screen。

② 根据当前的计划步骤，可以使用鼠标右键单击计划视图中的特定对象以显示上下文菜单。

③ 特定视图包含基于扫描影像以及分割对象之类的附加结构信息的 3D 重建模型。

④

在其他视图中提供扫描切层：

• 第一行中提供扫描类型（例如 MR 或 CT）、扫描集的标识编号（例如 #1）和扫描方
位。

• 第二行指示扫描集中的当前切层编号。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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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要素

⑤

在特定视图中提供扫描重建：

• 第一行（括号中）：影像集初始获取的方位。

• 第二行：影像重建视图的方位。

• 此外，还将指示扫描类型（例如 MR 或 CT）和扫描集的标识编号（例如 #1）。

⑥ 患者图标（显示在每个视图左下角）指示查看方向。

⑦ 如果 4D 数据系列可用（例如在计划验证过程中，请参见第 477 页），切层和重建视图
右下角将会显示控制面板，可供您查看模拟的内部器官运动情况。

计划视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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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查看 X 射线影像

一般信息

如果您加载的患者数据包括 X 射线影像数据，这将显示在独立的 X-ray Images 选项卡页面中。

X 射线视图

①

② ③

图 276 

视图内容

编号 要素

① Full Screen 功能（请参见第 457 页）。

② 影像类型（在此例中为 DSA）和影像集标识编号（例如 #1）。

③ 第二行指示影像集中的当前影像编号。

注 : 支持标准 X 射线和 DSA X 射线影像。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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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查看切层

一般信息

除了主屏幕中的重建视图，特定任务中还提供包含原始 CT 切层视图的独立选项卡页面。

切层视图

图 277 

修改切层视图

步骤

1.

要定义所需的切层数量，单击屏幕左上角的 Number of Slices 按钮。

计划视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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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使用鼠标选择所需的选项。

3. 根据您的选择更新切层视图。

其他信息

切层视图下方提供矢状位和冠状位重建。

此外，也可提供 3D 模型。它按照数据集的修改相应地更新，例如在对象创建过程中（请参见第
103 页）。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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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切层和影像集选择

一般信息

使用切层和影像集选择功能，您可以选择要显示在计划区中的影像数据。

激活

步骤

单击工具栏中的 Slice and Image Set Selection 按钮。

选择选项卡

图 278 

可用选项卡

标准 3D 数据可在 Set Selection 选项卡中选择（请参见第 445 页）。

如果有适当的 CT 扫描数据，您可使用 4-D Series 选项卡（请参见第 446 页）创建内部器官运
动情况的模拟视图，以便在治疗计划期间查看。

切层和影像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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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选择影像

Set Selection 选项卡

①

② ③

图 279 

如何选择影像集

步骤

1. 从可用影像集列表 ① 中，选择要显示的影像集。 

2.
• 要释放系统内存，使用 Unload Images 按钮取消激活当前不需要的影像集。

• 这些影像在需要时可使用 Load All 按钮重新激活。

3.

根据当前的步骤，您现在可以从切层视图区 ② 选择单个切层或一组连续切层。

• 在切层视图区中，所选的一个或多个切层将突出显示为蓝色。

• 在预览区 ③ 中，显示当前所选切层或当前所选切层集中的第一个切层。

4. 单击 OK 确认您的选择，并在计划区的影像视图中显示切层。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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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定义 4D 系列

一般信息

如有多个使用相同参照框架的 CT 扫描数据集可用，您可以创建模拟内部器官运动的 4D 系列。这
可用作确定所需的 PTV 边距（第 103 页）以及验证完成的治疗计划准确且适合患者治疗（请参见
第 332 页）的基础。

4-D Series 选项卡

图 280 

选择用于 4-D 系列的数据

参照框架 UID 相同且方位相同的所有 CT 扫描集可自动解读为 4-D CT 系列。因此，您必须验证
选择了正确的 CT 扫描集。软件还提供用于创建 4-D 系列的手动功能，详情如下：

要素 功能

选择 4-D 系列中将包含的数据集。

Move Up 和 Move
Down

定义所选数据集在 4-D 系列中的显示顺序。

Use Common
Windowing

激活此复选框可确保调整窗位时（请参见第 471 页），相同的窗位应用于该
4-D 系列中的所有数据集。

Intensity Pro‐
jections

利用强度投影复选框，可以计算标准灰度值窗位：

• Min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使用的是所有选定数据集中的 低（
暗）灰度值。

• Maximum Intensity Projection：使用的是所有选定数据集中的 高（
亮）灰度值。

• Mean Intensity Projection：使用的是所有选定数据集中的平均灰度值。

您做出选择后，即可使用 Create Image Sets 按钮为所选的每个强度投影创
建独立的数据集。新影像集利用所选投影的名称和源影像集来识别。

切层和影像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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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为了使系统性能达到 高，避免加载治疗计划不直接需要的扫描集。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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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浏览影像切层

Browse Slice

选项

单击此 Browse Slice 按钮可前进一个切层。

单击此 Browse Slice 按钮可后退一个切层。

Browse Slices

选项

单击此 Browse Slices 按钮可前进到另一组切层。

根据当前视图格式，视图滚动若干数量的切层。例如，在四切层视图中，视图向前滚动
三个切层。在九切层视图中，视图向前滚动八个切层。

单击此 Browse Slices 按钮可后退到上一组切层。

根据当前视图格式，视图滚动若干数量的切层。例如，在四切层视图中，视图向后滚动
三个切层。在九切层视图中，视图向后滚动八个切层。

注 : 执行浏览的方向通过患者图标指示（显示在影像视图左下角）。
 

使用鼠标和键盘浏览影像

您也可以使用鼠标和键盘浏览影像数据，详情如下：

• 使用鼠标滚轮逐一滚动浏览切层，查看可用的影像数据。

• 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键同时，使用鼠标滚轮在可用的影像数据中滚动一组切层。

• 使用键盘上的向上和向下箭头，向前或向后滚动一个切层。

• 使用键盘上的 Pg Up 和 Pg Dn 键，向前或向后滚动三个切层。

注 : 这些功能也可用于切层重建视图。
 

切层和影像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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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深度和切层滚动

一般信息

在重建视图中，通过 Depth Scrolling 按钮可沿患者图标（影像视图左下角）指示的轴滚动浏览
扫描重建。 

在切层视图中，通过 Slice Scrolling 按钮可滚动浏览可用的切层。 

切层视图

① ②

图 281 

编号 要素

① 深度滚动（重建）

② 切层滚动

如何使用滚动功能

步骤

1.

单击 Depth Scrolling / Slice Scrolling 按钮。

2.
按住鼠标左键并在所选影像上向下或向上移动鼠标，直到显示所需的深度或切层。

您也可以使用鼠标滚轮来滚动浏览影像数据。

3.

再次单击 Depth Scrolling / Slice Scrolling 按钮可禁用此功能。

注 : 原始切层距离与重建所用的切层距离不同。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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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修改影像集属性

如何修改影像集属性

选项

要显示 3D 影像集的属性，在 Plan Content 选项卡中单击影像集旁边的图标。

图 282 

要素 功能

Properties

您可以输入简短备注，例如更具体的名称。如果预先指定的名称少于 6 个字
符，备注将包含在数据树中显示的名称内。

如果适合，您也可以选择子模态。

More
指示加载时影像集是否为 DICOM 或 xBrain 格式，并提供关于所选患者的研究
计划的附加信息。

切层和影像集选择

450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19.3 基本视图配置

19.3.1 视图选项

一般信息

在特定视图中，通过 View Options 按钮可更改视图方位。

如何选择视图选项

步骤

1.

单击 View Options 按钮显示可用的方位选项。

2.

使用鼠标选择所需的方位。

可用的方位选项根据当前计划视图和步骤而变化。

选择视图选项（示例）

图 283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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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视图类型

一般信息

在特定视图中，通过 View Types 按钮可选择要显示的视图类型。

如何选择视图类型

步骤

1.

单击 View Types 按钮显示可用的选项（Planes、3D 或 Objects）。

2.

使用鼠标选择所需的选项。

可用视图类型

视图 说明

Planes

在特定计划选项卡中提供的 3D 视图中，单击 Planes 显示分割对象 ③ 和平面重建

②。

①
②

③
• 显示的信息取决于您在 3-D Plane View 选项卡（可通过工具栏中的 Options 按钮
调用，请参见第 460 页）中的选择。

• 如果对 2D 视图进行了更改，可以调整 3D 视图中的平面位置。

基本视图配置

452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视图 说明

3D

单击 3D 显示整个扫描区域的三维模型。

③

Objects

单击 Objects 仅显示计划对象的 3D 视图。

③

注 : 在每种情况下，您都可将鼠标指针放在视图上并沿所需的方向移动出现的箭头 ③，从而旋转
显示的视图。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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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合成选项

一般信息

在 Object Creation 步骤中，通过 Composing Options 按钮可验证来自不同数据集的两个影像切
层已经融合。

如何选择合成选项

步骤

1.

单击 Composing Options 按钮显示可用的选项（Off、Aperture 或 Blending）。

2.

使用鼠标选择所需的选项。

可用合成选项

选项 说明

Aperture

使您能够比较参照切层的定义区域（显示在视图右上角）与当前影像视图中的切层。

• 要比较参照切层与当前切层，使用鼠标将显示的蓝色框置于待验证区域上方。

• 使用鼠标拖动框边缘以调整孔径大小。

基本视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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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Blending

使您能够比较整个参照切层（显示为琥珀色）与整个当前影像切层（显示为蓝色）。

• 要显示更多关于参照切层的信息，将鼠标放在影像上方，按住鼠标左键并向右移动
鼠标。

• 要显示更多关于当前切层的信息，将鼠标放在影像上方，按住鼠标左键并向左移动
鼠标。

Off 单击 Off 取消激活合成选项。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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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2D 恢复居中

一般信息

通过 2D Recenter 功能，可在特定影像视图中移动重建平面，并重新设定影像显示的中心位置。 

恢复居中

① ②
图 284 

编号 要素

① 调整水平显示

② 调整垂直显示

如何使影像恢复居中

步骤

1.

单击 2D Recenter 按钮显示垂直和水平平面，在影像中通过蓝线指示。

2.
使用鼠标单击所需的平面并拖动线条，直到获得所需的位置。影像在此新位置重新居中。

要同步移动水平和垂直平面，单击两条线的交点并拖动线条，直到获得合适的位置。

3. 再次单击 2D Recenter 按钮可禁用此功能。

基本视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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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缩放影像

缩放视图

① ②

③

图 285 

编号 要素

① 标准放大

② 局部放大

③ 缩小

如何放大和缩小

选项

Zoom In

• 单击所选的影像视图放大显示的影像。

• 将鼠标置于感兴趣区，按住鼠标左键并拖动以打开选择框。

Zoom Out

单击所选的影像视图使其缩小，以获得完整影像的全貌。

此外，也可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并调整鼠标滚轮来执行放大和缩小。

当前计划选项卡中的所有切层视图均按相同的缩放系数调整。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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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屏视图

图 286 

如何激活全屏视图

步骤

1.

单击 Full Screen 按钮将当前视图放大至全屏。

相关区域现在清晰地显示在放大的视图中。

2. 再次单击 Full Screen 按钮可禁用此功能并恢复原始视图布局。

基本视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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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平移影像

一般信息

通过 Panning 功能，可使缩放焦点恢复居中（在视图中调整所显示影像的位置）。

平移视图

① ②
图 287 

编号 要素

① 平面视图

② 切层视图

如何平移影像

步骤

1.

单击 Panning 按钮激活 Panning 功能。

2.
使用鼠标将切层拖放到所选视图中所需的位置。

其他视图相应地更新。

3. 再次单击 Panning 按钮将禁用此功能。

注 : 当前计划选项卡中的所有影像视图均调整到所选的位置。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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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高级视图配置

一般信息

Options 功能可打开一组选项卡页面，通过这些页面，您可调整 3D 显示并更改当前数据集中显示
的影像方位。

激活查看选项

步骤

单击 Options 按钮。

可用的选项卡页面

图 288 

高级视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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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使用 2-D Options 选项卡

一般信息

在此选项卡中，您可以定义影像视图的一般显示选项。

2-D Options 选项卡

图 289 

可用功能

要素 功能

Scale Visible

选择 Scale Visible 激活轴位、冠状位和矢状位影像视图右侧的标度（显示单
位为毫米）。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临床用户指南 修订版 1.5 iPlan® RT 版本 4.5 461



要素 功能

3-D Objects in
Slice Views

从 Object Creation 步骤所创建对象的 Overview 选项卡的切层视图中启用
3D 显示。

如果取消激活此选项，对象将显示为透明的 2D 对象。

Display In‐
terpolation

激活后，软件将会对扫描影像的像素进行内插，从而提高影像视图的显示质
量。

① ②

• ① 无内插

• ② 有内插

轮廓宽度选项

下面的选项可用于定义对象轮廓的宽度：

• Thin Contour
• Medium Contour
• Thick Contour

高级视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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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功能

Show Contours
Only

仅将分割对象显示为轮廓。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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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使用 3-D Plane View 选项卡

一般信息

在此选项卡中，您可以选择要显示在 3D 视图中的项目。 

3-D Plane View 选项卡

图 290 

如何进行选择

步骤

1.

选择要显示的项目：

• Axial Plane
• Coronal Plane
• Sagittal Plane
• 3-D Objects in Plane Views（分割的对象，如 PTV 或脑干）

2. 单击 OK 确认您的选择。

注 : 为了显示所选的平面和对象，必须通过 View Types 按钮选择 Planes 选项（请参见第 452
页）。
 

高级视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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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使用 3-D Thresholding 选项卡

一般信息

在此选项卡中，您可以定义数据集中用于显示骨结构和组织的可视亨斯菲尔德单位或灰度值范围的
阈值。

影像集 所用单位

CT 亨斯菲尔德单位

MR 灰度值

PET SU 值

3-D Thresholding 选项卡

图 291 

如何调整阈值

步骤

1.

调整 3D 显示的阈值：

• 使用直方图（屏幕右下角）中的滑块，或

• 在直方图下方的 Threshold [HU] 区域中输入所需的值

2. 单击屏幕左下角的更新视图显示所得 3D 模型的预览。

其他功能

要素 功能 请参见

深度滚动 第 449 页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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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 功能 请参见

2D 恢复居中 第 456 页

平移 第 459 页

放大/缩小 第 457 页

视图类型 第 452 页

高级视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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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使用 3-D Clipping 选项卡

一般信息

在此选项卡中，您可以定义要显示在 3D 视图中的影像部分。

3-D Clipping 选项卡

图 292 

如何定义裁剪范围

步骤

1.
单击 3-D Clipping Areas 区域中的 Enable Clipping Range 在上部影像视图中显示蓝色
框。

2.

单击对话框右侧的 Adjust Clipping Range/Cubic Cut 按钮。

3.

将鼠标置于蓝色框上方并调整该框，以使其环绕在要删除的区域周围：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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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要创建所得 3D 模型的预览，单击屏幕左下角的视图使其更新。

如何执行立方体切割

利用此选项，您可以删除 3D 模型的一个象限以便显示横断面。

步骤

1. 单击 3-D Clipping Areas 区域中的 Enable Cubic Cut 在上部影像视图中显示蓝色框。

2.

单击对话框右侧的 Adjust Clipping Range/Cubic Cut 按钮（如果尚未激活）。

3.

从 3D 模型中选择要删除的象限：

• Anterior Right
• Anterior Left
• Posterior Right
• Posterior Left

4.

单击轴位或冠状位视图中的蓝色象限边缘，并调整角度以定义要从 3D 显示中排除的区
域。

5.

要创建所得 3D 模型的预览，单击屏幕左下角的视图使其更新。

高级视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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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要素 功能 请参见

深度滚动 第 449 页

2D 恢复居中 第 456 页

平移 第 459 页

放大/缩小 第 457 页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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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使用 Display Orientation 选项卡

一般信息

在此选项卡中，您可以选择所需的视图方位以确保它与患者在治疗床上的计划方位一致。

Display Orientation 选项卡

图 293 

方位选项

您可以选择以下方位选项：

• Feet First Supine (LPH)

• Head First Supine (RPF)

• Feet First Prone (RAH)

• Head First Prone (LAF)

高级视图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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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窗设置

19.5.1 使用基本的窗设置

一般信息

窗设置用于调节显示影像中的灰度分布以改善结构的可见性或对比度。

您可以调整轴位、矢状位和冠状位视图中的窗设置。

窗设置显示

图 294 

如何查看当前的窗设置

步骤

1.

单击 Windowing 按钮激活此功能。

2.

单击相关的视图并按住鼠标左键以显示包含当前设置的直方图。

3. 再次松开鼠标左键后，此直方图立即从视图中消失。

4. 再次单击 Windowing 按钮将禁用此功能。

如何调整窗设置

步骤

1.

单击 Windowing 按钮激活此功能。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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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

要调整灰阶窗位（所选窗宽的中央），单击视图并：

• 向上拖动鼠标以升高窗位。

• 向下拖动鼠标以降低窗位。

3.

要调整亨斯菲尔德或灰度值窗宽，单击影像并：

• 向右拖动鼠标以增大窗宽。

• 向左拖动鼠标以缩小窗宽。

4. 再次单击 Windowing 按钮将禁用此功能。

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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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使用高级的窗设置

一般信息

Windowing Dialog 功能提供用于调整灰度值、亨斯菲尔德单位或 SUV 分布的高级选项，以便于区
分扫描影像中的骨结构或标记点与软组织。

影像集 所用单位

CT 亨斯菲尔德单位

MR 灰度

PET SUV

激活 Windowing 对话框

步骤

单击 Windowing Dialog 按钮。

Windowing 对话框

① ②

③
④

⑥
⑤

⑦

⑧

图 295 

Windowing 对话框内容

编号 要素 功能

① Current 来自当前影像集的原始切层。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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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要素 功能

② Preview 按照您的调整修改后的切层的预览。

③
Predefined
Windowing
Settings

选择预定义窗值。

④ Inverse 复选框
反转颜色显示，使默认设置反转，例如将空气显示为白色，骨显示为黑
色。

⑤ Level HU 调整灰度值窗位。

⑥ Width HU 调整灰度值窗宽。

⑦ 直方图 影像数据中的亨斯菲尔德单位/灰度值分布的图形表示。

⑧ Zoom 复选框 将亨斯菲尔德单位/灰度值分布的图形表示限制到特定区域。

Predefined Windowing Settings

设置 说明

Bone
应用骨特定的窗设置，以便混合软组织并使骨更加清晰地显示出来（仅 CT 影像
集）。

Current
Windowing

将窗设置重置为首次进入此对话框时定义的值。

Full Range 向影像集应用影像扫描设备采集的完整范围的灰度值/亨斯菲尔德单位。

Radiology
Defined

应用影像 初采集时定义的设置。

Windowing Region of Interest

通过此选项可定义影像集中的特定区域，并将来自此区域的灰度值或亨斯菲尔德单位应用于整个数
据集。

步骤

1.

单击 Windowing Region of Interest 按钮激活此功能。

2.

在 Preview 视图中，使用鼠标勾画您要从中选择 Windowing 设置的区域周围的边框。

或者，您也可在 Preview 区域单击影像中的所需位置。

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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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松开鼠标左键查看计算所得的预览结果。

4. 单击 OK 将来自所选区域的灰度值应用于整个影像集。

如何调整灰度窗位和窗宽

您可以在取消激活 Zoom 复选框的情况下进行这些调整：

步骤

1.

调整影像窗位：

• 在 Level HU 区域中输入所需的值，或

• 调整相应的滑块，直到显示所需的值

2.

调整影像窗宽：

• 在 Width HU 区域中输入所需的值，或

• 调整相应的滑块，直到显示所需的值

调整灰度值分布的窗宽

② ③

①

图 296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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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直接在提供的字段中输入所需的 Right HU 和 Left HU 值。

使用鼠标指针调整左侧值 ② 和/或右侧值 ③ 滑块，直至所需的值显示在相应字段中。

注 : 要将亨斯菲尔德单位/灰度值分布的图形表示限制到特定区域以便更精确地定义窗设置，激活
Zoom ① 复选框。
 

其他功能

要素 功能 请参见

深度滚动 第 449 页

您可以按升序或降序浏览单个切层 第 448 页

平移 第 459 页

放大/缩小 第 457 页

通过 Windowing 按钮，您可以调整显示影像中的灰度分
布以改善结构的可见性或对比度

第 471 页

通过 Screenshot 按钮，您可拍摄所显示视图和对话框
的屏幕截图

第 482 页

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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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验证功能

19.6.1 亨斯菲尔德单位/灰度值测量

一般信息

Measure Hounsfield Units 和 Measure Values 功能允许您在影像切层中的任何点测量亨斯菲尔
德单位或灰度值。

要素 功能

在 CT 影像集中显示 Measure Hounsfield Units 按钮。

在其他影像集中显示 Measure Values 按钮。这些值的测量单位可为灰度（例如
对于 MR 影像），也可以是标准摄入值 (SUV)，例如对于特定 PET 扫描。此
外，也可使用其他值，这取决于所用的影像模态。 

测量单位

要素 功能

亨斯菲尔德单
位

进行诊断 CT 成像时，使用国际亨斯菲尔德单位 (HU) 评估密度信息，其标度在
-1024 到 3071 之间，其中 0 表示水（1.0 克/立方厘米）的值，-1000 表示空
气的值。

如果扫描仪 HU 标度超过 12 位（-1024 到 +3071），更大的值将被截短：

• 如果值 < -1024，将被截短为 -1024

• 如果值 > 3071，将被截短为 3071

进行神经 CT 扫描时，通常使用 40 HU 的窗位和 100 HU 的窗宽来对比脑组
织。

灰度值 灰度值显示范围为 0（黑色）至 255（白色）。

测量显示

① ②
图 297 

编号 要素

① 亨斯菲尔德单位

② 灰度值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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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测量功能

步骤

1.

单击相关的按钮（Measure Hounsfield Units 或 Measure Values）。

2.
在切层中的任意点单击鼠标，显示所选点的亨斯菲尔德单位或灰度值。

要动态地更新该值，按住鼠标左键并在影像中移动鼠标。

3. 再次单击相关按钮可禁用此功能，并从影像视图中删除显示的值。

安全注意事项

iPlan RT Dose 仅能显示影像扫描设备计算和导出的每个像素的灰度值/亨斯菲尔德单位/SUV 信
息。解读这些信息时请特别注意，并确保信息正确无误。例如锥形束 CT 数据或旋转血管造影数据
将不包含实际 HU 值。

用户负责确保显示的亨斯菲尔德单位值的精确度。

使用 4.1.2 之前的 iPlan RT Image 版本导入的某些设备（例如 PET/MRI/SPECT/DTI）影像集，
可能不会正确显示。某些切层的绝对像素信息，尤其是不同切层之间的相对像素信息（3D 重建）
可能不正确。具有标准摄入值 (SUV) 的 PET 影像不受影响。

如果检测到 PET 扫描未由先前版本的 iPlan 正确导入，则使用 iPlan RT Image 4.1.2 或更新版
本重新导入该影像集。

如果检测到 MR 影像集未由先前版本的 iPlan RT 正确导入，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由于标准摄入值 (SUV) 可根据所用的 PET 影像扫描设备发生变化，因此使用之前务必比较显示的
值与直接从扫描仪获得的 SUV。

验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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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坐标系

一般信息

根据您是否处理定位或非定位影像，在测量显示中使用独立的患者坐标系。

• 非定位图像：出于一致性原因，iPlan RT Dose 使用与 ExacTrac 相同的患者坐标系（请参见第
488 页）。或者，也可在 Surface Segmentation 步骤中设置参照点用来定义坐标系的原点。

• 定位图像：坐标系基于立体定向定位器提供的参照框架。

Brainlab 坐标系：非定位影像集

图 298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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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距离测量

一般信息

通过 Measure Distances 功能，您可以测量影像中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

距离显示

图 299 

如何测量距离

步骤

1.

单击 Measure Distances 按钮激活此功能。

2.
使用鼠标单击影像中的两个点。

软件立即以毫米为单位计算并显示所选点之间的距离。

3. 如有必要，您可以使用鼠标单击其中一点并将其拖到所需的位置，以重新定位该点。

4. 再次单击 Measure Distances 按钮可禁用此功能，并从影像视图中删除距离测量结果。

只有缩放得到验证之后，才能执行不包含定位的治疗。

验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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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角度测量

一般信息

通过 Measure Angles 功能，您可测量影像中任意三点之间的角度。

角度显示

图 300 

如何测量角度

步骤

1.

单击 Measure Angles 按钮激活此功能。

2.
• 使用鼠标单击影像中的三个点。

• 软件立即计算并显示所选点之间的角度。

3. 如有必要，您可以使用鼠标单击其中一点并将其拖到所需的位置，以重新定位该点。

4. 再次单击 Measure Angles 按钮可禁用此功能，并从影像视图中删除角度测量结果。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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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屏幕截图

如何拍摄当前屏幕的屏幕截图

步骤

单击 Screenshot 按钮。

保存的屏幕截图

软件显示一条消息，确认屏幕截图已经保存并指出存储路径。默认存储路径为 C:\Brainlab
\Screenshots。

图 301 

患者保密性

患者的姓名显示在每个屏幕截图上。为了保持患者保密性，确保只有相关医疗人员才能访问所有屏
幕截图。

验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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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有用的附加特性

一般信息

本部分描述一些有助于简化 iPlan RT 使用的附加特性。

iPlan 信息

单击主屏幕底部的 Brainlab 徽标可查看关于 iPlan 版本、Brainlab 和当前安装的 iPlan 组件
的信息：

图 302 

如何切换用户

步骤

1. 单击 Brainlab 徽标。

2. 单击 Change User 按钮。

缩放 DVH 轴：

如果您希望升高 DVH 轴上显示的体积或剂量范围，单击并沿着 y 轴和 x 轴末端的箭头拖动，直
到图形达到所需的范围：

图 303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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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标度的阈值

如果您希望在剂量标度中显示附加阈值或将其删除，请将鼠标置于相应的剂量标度值上并双击鼠标
左键（可显示 多八个阈值）。

您可以双击剂量标度左侧相应的值，以便向阈值指定更高的显示优先级。

图 304 

使用鼠标右键

使用鼠标右键可执行特定功能：

要在 Treatment Planning 步骤中打开上下文菜单，您可以右键单击：

• RTPlan

• 治疗组

• 治疗元素

有用的附加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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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治疗屏幕参考

一般屏幕和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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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参考

有用的附加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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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定义和术语
20.1 治疗术语

房间等中心

一般而言，这是所有射束相交的目标点，与治疗床的角度或直线加速器机架的角度无关。

图 305 

多元等中心

指患者组织中在治疗前放置到房间等中心的 PTV。

机架

指直线加速器上的旋转臂（包含 X 线射束出射口部分）。

机架角度

查看机架角度的标准方向是站在直线加速器前方，从治疗床足侧看向头侧。通常，当机架头侧位于
患者正上方时，角度从 0°开始沿顺时针方向增加。根据直线加速器型号和配置，可以修改软件以
指示 IEC、DIN、IEC 61217 或 Varian 标度。也可使用其他设置，但是这些设置必须在工厂中定
义。从顶部到右侧：

• IEC：0°、90°、180°、270°（顺时针）

• DIN：0°、90°、180°、270°（顺时针）

• IEC 61217：0°、90°、180°、270°（顺时针）

• Varian：180°、90°、0°、270°（逆时针）

治疗床角度

治疗床通常将中央（默认）位置定义为 0°。顺时针旋转定义为正向旋转至 高 90°，逆时针旋
转定义为 359°到 270°（0°到 -90°）。您的治疗中心使用的角度配置可能与上述方法不同。
软件当前支持 IEC、DIN、IEC 61217 和 Varian 标度。也可使用其他标度，但是必须在工厂中定
义。从左侧到右侧：

• IEC：90°、0°、270°（顺时针）

• DIN：270°、0°、90°（逆时针）

• IEC 61217：270°、0°、90°（逆时针）

定义和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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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ian：270°、180°、90°（顺时针）

准直仪角度

直线加速器头部可进行旋转，以改变多叶准直仪的叶片方向或转动任何附件。若要获得 小的放射
野大小以及尽可能减少可能受到照射的健康组织，则需要这样旋转。根据直线加速器型号和配置，
软件当前支持 IEC、DIN、IEC 61217 和 Varian 标度。也可使用其他标度，但是必须在工厂中定
义。从正面到右侧：

• IEC：0°、90°、180°、270°（顺时针）

• DIN：0°、90°、180°、270°（顺时针）

• IEC 61217：0°、90°、180°、270°（顺时针）

• Varian：180°、90°、0°、270°（逆时针）

坐标系

定位数据的坐标系基于立体定向定位器提供的参照框架。但是对于非定位影像，使用与 ExacTrac
相同的患者坐标系。下面是对标准坐标系进行的比较。

图 306 

如果有多个定位数据集可用，确保选择正确的数据集进行患者定位。如果患者或定位器在 CT 扫描
和治疗之间发生移动，例如修改了头环位置并重新扫描患者，则先前创建的数据集的坐标系将会失
效。选择无效的数据集将会导致患者未对准。

射束、射野

机架、治疗床和准直仪角度固定的单个放射单位称为射束或射野。

通常，放射治疗中的目标是减少正常组织受到的照射剂量，同时使 PTV 接受的剂量 高。为实现
此目标，射束的形状应为 PTV 在垂直正交于入射射束的等中心平面上的投影（显示在射束方向观
视图 [BEV] 中）。

通过重叠这些射束中的多条，使剂量分布符合 PTV 的形状。为了 大限度地降低健康组织接受的
剂量，射束应在三维方向中尽可能隔开。但是，射束定位的自由度可能会由于敏感结构（危及器官
[OAR]）的位置而受到限制。Brainlab 建议您在射束方向观视图中检查等中心是否受到阻挡。

机器数据资料

定义所用的硬件（直线加速器、铅门、MLC 或锥形准直仪），可包含指向一个（对于采用笔形射束
数据的圆锥准直器或 MLC）或两个（采用笔形射束和 Monte Carlo 数据的 MLC）射束数据资料的
链接。

剂量数据资料/射束数据资料

包含特定直线加速器-MLC-能量-辐射组合的完整剂量测定信息。

ASCII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建立这种标
准代码可实现各种类型的数据处理设备之间的兼容性。

治疗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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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格式

如未指定其它格式，则在整个 iPlan RT 治疗计划系统中全部使用 hh:mm:ss 表示小时 (hh)、分
钟 (mm) 和秒钟 (ss)。小时采用 24 小时制表示。

线性测量

线性测量的单位均为毫米。

定义和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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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IMRT 术语

IMRT

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调强放射治疗）。

子束

射束中很小的部分，强度可变。

CIAO

Complete Irradiation Area Outlined（勾画出轮廓的完整照射区域）；从射束方向观看到的单个
射束覆盖的面积，用作优化的起始点。

限制

在治疗中应当满足的剂量限制（正值；PTV 和/或负值；危及器官）。

剂量体积限制

用于将剂量和体积组合限制为 小或 大的剂量 x% 与体积 y% 之比的限制条件。

相反计划

遵照治疗限制对子束进行的优化。

通量图

一个射束包含的所有子束形成的虚拟射野。

叶片排序

计算叶片移动以获得所需的通量图。

子野

叶片位置的单个状态；所有子野累积后即构成通量图。

动态叶片排序

剂量照射期间利用叶片的动态移动进行的叶片排序；在射束开启的条件下照射的所有子野。

静态分步调强叶片排序

叶片排序交替出现在叶片移动和剂量照射之间；先设置子野，然后激活射束。

舌槽效应

由于叶片的舌槽设计而产生的叶片排序问题。

IMRT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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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内泄漏

两次传输之间穿过叶片发生的泄漏。

叶片间泄漏

相邻叶片之间发生的泄漏。

MLC 传输

穿过 MLC 的放射传输（包括叶片内泄漏和叶片间泄漏的中间值）。

定义和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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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RT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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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附录
21.1 影像融合的背景

一般信息

iPlan RT Image 中使用的影像融合算法是一种全自动、基于强度的算法，能够配准和融合医学影
像集，不受影像模态和影像集扫描方位的影响。

对象不必在两个待配准的影像集中进行勾画，并且不需要设置标志。此方法能够将任何模态与其他
模态配准，不受影像集方位的影响。假定影像集中显示的对象表现类似于刚体，为了成功融合影像
集，必须确定六个转换参数（平移和旋转自由度各三个）。

对于第一个影像集的每个体素，iPlan RT Image 计算出第二个影像集相应体素的位置。然后，用
类似方法从所有采集的体素计算出对应的体素。可靠的“交互信息”法是 为全面的标准，几乎在
所有情况下都能产生满意的结果。算法主要尝试确定影像集间的转换参数，以获得 大的相似性。
多分辨率方法可减少计算时间和汇聚成局部 大值的风险。

该算法部分取自“A Pyramid Approach to Sub-Pixel Image Fusion Based on Mutual
Information”（基于交互信息的亚像素影像融合金字塔方法）和“Automated 3D registration
of MR and CT images of the head”（头部 MR 和 CT 影像的自动 3D 配准）（请参阅文献 [1,
2]）。

在“Multi-modal volume registration by maximization of mutual information”（通过交互
信息 大化的多模式体积配准）中说明了一种稍有不同的有趣方法（请参阅文献 [3]）。

影像集可以包含同一对象（例如患者头部）的多个扫描，其分辨率、方位和扫描方向可能不同。两
个影像集的像素大小和切层距离假定已知。算法通过确定一个影像集必须相对于另一个影像集平移
和旋转的量，来匹配影像集。

刚性转换

初同一对象有两个 3D 影像（例如患者头部）。假定没有扭曲变形，第二个影像的特定刚性转换
应当使其与第一个影像完全配准。从现在起，第一个影像集称为参照集，第二个影像集称为检测
集。下标 r 和 t 分别指参照集和检测集的数量。

刚性转换 RT 的六个参数（此缩写可能代表“刚性转换”或“旋转-平移”）分别由三个旋转角度
φx、φy、φz 和平移向量 (tx, ty, tz)T 指定。

旋转参数形成一个正交旋转矩阵，

R0

ϕ y ϕ zcoscos ϕ y ϕ zsincos ϕ ysin–

ϕ x ϕ y ϕ z ϕ x ϕ zsincos–cossinsin ϕ x ϕ y ϕ zsinsinsin ϕ x ϕ zcoscos+ ϕ x ϕ ycossin

ϕ x ϕ y ϕ zcossincos ϕ x ϕ zsinsin+ ϕ x ϕ y ϕ z ϕ x ϕ zcossin–sinsincos ϕ x ϕ ycoscos

=

平移向量以 T 表示。由于影像的体素大小可能不同，因此必须乘以体素大小比率来予以校正。

R
voxsizet
voxsizer
--------------------- R0⋅=

如果此转换应用到检测集中的特定位置 (xt, yt, zt)T，在参照集中会显示其对应项。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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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

yr

zr

R
xt

yt

zt

⋅ T+=

联合直方图

联合直方图是对常规影像直方图的二维综合。它取决于两个影像及这两个影像间（任意但固定）的
转换 RT。
对于检测集的每个体素 (xt, yt, zt)T，将会计算参照集的对应体素 (xr, yr, zr)T。每个这种体素对根据

其强度 It 和 Ir 计入联合直方图。请注意，坐标 xr、yr、zr 不必为整数。这个点很有可能位于参照

集的体素网格之间。因此，这个点处的强度 Ir 必须从周围体素的强度内插。对应项未在参照集范

围内的检测集体素将会从联合直方图计算中排除。

相似性测量

相似性测量为计算方法，将联合直方图作为输入，并生成单一数值作为输出。此单一数值应当代表
联合直方图计算中特定转换的质量。对于“好”的转换，此数值应当大于“坏”的转换的相应数
值。 后，对于将影像配准的转换，此数值应当达到 大值。

根据影像集之间的关系类型，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相似性测量。 简单的情形是完全相同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影像集完全相同，但发生相对旋转和平移。例如，同一患者的两个 CT 扫描影像存
在几乎完全相同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强度平方差的负和用作相似性测量。

更宽泛的关系需要更复杂的相似度测量。对于仿射关系，可以使用相关性系数。功能关系需要（至
少）使用 Woods 标准 [4]（此标准适用于 MR 到 PET 的融合，其中关系接近于功能）或相关率
[5]。交互信息 [6, 7] 及其相关项是 复杂的相似度测量，几乎适用于所有关系。

优化

相似性测量是一种机制，它为用于计算联合直方图的转换 RT 指定实数（值）。因此，相似性测量

可以视为六个转换参数 φx、φy、φz 和 tx、ty、tz 的函数 S。这些参数结合构成参数向量 p，其中

影像应当对应的 佳参数向量以 p* 表示。

iPlan RT Image 要确定这些 佳转换参数。假定使用了“合理的”相似性测量，函数 S 应当在 p*

上采用全局 大值。也就是说：对于所有适用的 p，S(p*) ≥ S(p)。
iPlan RT Image 使用某个模式搜索算法的修改版本来搜索此 佳参数向量。但是，函数 S 评估特

定 p 所需的计算时间非常长（必须为一个评估计算完整的联合直方图）。因此，需要优化策略，

尽量减少所需的 S 评估数量。主要方法是建立一系列易于评估的 S 近似值（所谓的代用项），使

近似值 大化。近似值的多个 大化通常快速收敛成 p*。

多分辨率

仅当初始估计 p0 已经接近于 优 p* 时，建议的优化算法效果 好。这是 S 相似性测量的另一个

难点所致 - 可能存在大量局部 大值。算法很可能会陷入局部 大值之一，产生不正确的转换参
数。然而，能够发现全局 大值的更可靠算法通常需要超长的计算时间。

解决此困难的办法是多分辨率方法。它基于这样一种现象，即在粗分辨率的情况下局部 大值趋于
被消除，仅保留相似性测量的全局特性。通过创建一系列（金字塔形）分辨率递增的 3D 影像，可
以利用这一现象。

影像融合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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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7 

在 粗的分辨率下，对于联合直方图的计算，仅需要比较相对较少数量的体素，因此缩短了计算时
间。其中可以使用非常可靠的标准优化程序，用于解决相应的优化问题。这可以生成一个参数向
量。

在下一步中，分辨率增加，获得的向量用作新优化的起始值。在某个分辨率下，使用代用项将其切
换至上述优化策略。由于大部分工作已在较粗的分辨率下完成，多分辨率方法可获得非常迅速、可
靠的算法，能够校正大量的初始配准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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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对象分割背景

21.2.1 体积计算和内插

体积计算

体积的计算基于祖暅原理。因此，一个切层的体积不仅取决于切层本身，也取决于相邻的切层。这
也意味着第一个和 后一个切层对总体体积的影响较小（但通常超过一半）。

内插

形状的内插通过插入带符号的距离实现，这是一种广为认知和接受的方法。

图 308 

如下例所示，内插来源切层的重叠越大，内插越精确。一旦没有重叠，内插的形状为空。

图 309 

对象分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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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分割对象的分辨率和刷子大小

对象分辨率

分割对象的总对象分辨率取决于切层水平。对于大多数对象，这设置为 0.25 像素，扫描方向与切
层厚度一致。但较大的结构类型（如骨）会被指定为 1 像素/切层的值。

刷子大小

刷子直径可以设置为 1 到 200 个对象像素。如果对象分辨率两倍于影像集分辨率（这是多数器官
的默认值），刷子 多覆盖 100 个影像像素。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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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SmartShaper

一般信息

SmartShaper（请参见第 127 页）是一种高级工具，用于对患者三维解剖结构内的解剖对象进行简
单三维变形。图谱分割可调整图谱数据集以拟合患者数据集，SmartShaper 与此相似，在待调整的
对象上放置隐形控制点网格。然后使用弹性融合自动调整控制点网格。 

调整对象大小

用户可以交互操作，通过在对象区上移动可调整刷子来推拉控制点。当网格变形时，相应的对象也
会变形，因为它在所有三个维度上连接至网格（轴向、冠状位、矢状位）。通过使用较小尺寸的刷
子，计算的网格点数量将会增加，敏感度随之提高。如果刷子设置为较大的尺寸，调整会变得更
粗。通过拉动操作，SmartShaper 也可在对象之外使用。其原理是刷子会使对象所嵌入的空间变
形。通过在气球上绘制的影像可作简单比较。如果要推拉气球，将会相应挤压或扩张气球上的影
像。

对象分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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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SmartBrush

一般信息

SmartBrush（请参见第 113 页）是一种内插工具，根据可调整的基于阈值的检测算法提供快速标靶
勾画。它可以直接、自动确定对象边界，以及手动修改对象或结构。 

自动标靶勾画

当为复杂结构执行自动标靶勾画时，SmartBrush 会检测第一个切层和 后一个切层中所选轮廓的
灰度阈值，然后在切层间线性内插，重新创建 3D 体积。工具大小可以进行更改，以增加敏感度和
顾及微小的灰度值差异。此工具结合了自动内插和敏感刷子设置，非常适用于勾画或更新复杂的结
构，可实现良好的影像对比度。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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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阈值分割

默认值

对象 小值/ 大值 要素数量 蒙片对象

血管
• 小值：1433

• 大值：2252
10 颅脑腔

骨
• 小值：164

• 大值：2662
--- 边框

肺
• 小值：-991

• 大值：-303
1 边框

对象分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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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标准摄入值的背景

21.3.1 计算标准摄入值 (SUV)

一般信息

根据以下文献，将 PET 扫描中的标准摄入值计算实施到软件 iPlan RT Image 中：

“M.Schmidt et al., 18F-FDG PET for detecting recurrent head and neck cancer, local
lymph node involvement and distant metastases - Comparison of qualitative visual and
semi quantitative analysis, Nuklearmedizin 3/2004; 91-101.”

SUV 计算

标准摄入值使用以下公式计算：

SUV = radioactivity_concentration * scale_factor
放射性浓度由 PET 影像扫描设备计算，单位为贝克勒尔/毫升。

比例系数的计算如下：

值 说明 相应的 DICOM 标签

w 患者体重 [公斤] PatientsWeight
d 总注射剂量 [贝克勒尔] RadionuclideTotalDose
f 衰减系数 DecayFactor
ti 注射时间 [秒] RadiopharmaceuticalStartTime
ts 扫描时间 [秒] AcquisitionTime
λ 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 [秒] RadionuclideHalfLife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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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iHelp 背景

21.4.1 iHelp - 工作原理

一般信息

在客户系统（客户端）上安装的 iHelp 软件对 iHelp 服务器 443 或 17002 端口执行连通性测
试。两者皆为出站连接，17002 端口速度更快。每次执行连通性测试后，客户端会尝试建立 SSL
通道。

• 要访问客户端，Brainlab 支持工程师首先也会使用 SSL 通道连接至 iHelp 服务器。

• iHelp 服务器合并两个通道，Brainlab 支持工程师便可访问客户端。

安装要求

您不需要对防火墙设置做任何更改（除非您要为 Brainlab 支持人员提供速度更快的客户端连
接）。

如果您的防火墙已经允许您的网络连接至 Internet，iHelp 将能够实现远程协助。

您需要在客户端上启动 iHelp。否则，Brainlab 支持人员将无法访问。

不会传输患者数据。

iHelp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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