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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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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 电话和传真 电子邮件

美国、加拿大、中南美洲
电话：+1 800 597 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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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 电话：(0800) 892 1217 brazil.support@brainlab.com

英国 电话：+44 1223 755 333

support@brainlab.com

西班牙 电话：+34 900 649 115

法国和讲法语的地区 电话：+33 800 676 030

非洲、亚洲、澳洲、欧洲
电话：+49 89 991568 1044

传真：+49 89 991568 811

日本
电话：+81 3 3769 6900

传真：+81 3 3769 6901

预期使用寿命

Brainlab 为 Dose Review 提供为期 10 年的服务。在此期间内，我们将提供软件更新和现场支持
服务。

反馈

尽管经过仔细审查，本用户指南中仍可能包含错误。如果您有任何完善建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user.guides@brainlab.com 联系我们。

制造商

Brainlab AG

Olof-Palme-Str. 9

81829 Munich

德国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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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法律信息

版权所有

本指南包含受版权保护的专有信息。未经 Brainlab 明确的书面许可，不得复制或翻译本指南的任
何部分。

Brainlab 商标

• Brainlab® 是 Brainlab AG 的注册商标。

• iHelp® 是 Brainlab AG 的注册商标。

非 Brainlab 商标

• Microsoft® 和 Windows® 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国和其它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

• Adobe® 和 Acrobat® 是 Adobe Systems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

专利信息

本产品受一个或多个专利或正在申请的专利保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www.brainlab.com/
patent。

集成的第三方软件

本软件部分基于以下成果。完整许可证与版权声明位于以下链接：

• Independent JPEG Group。(https://github.com/uclouvain/openjpeg/blob/master/
LICENSE)。

• OpenJPEG (https://github.com/uclouvain/openjpeg/blob/master/LICENSE)。

• libjpeg-turbo (https://github.com/libjpeg-turbo/libjpeg-turbo/blob/master/
LICENSE.md)。

• libtiff 4.0.4 beta (http://www.libtiff.org/misc.html)。

• Xerces-C++，由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开发 (https://xerces.apache.org/
xercesc/)。

• 本产品使用 XML2PDF Formatting Engine，它是 Altsoft bvba 的专属财产。

CE 标签

CE 标签表明 Brainlab 产品符合理事会指令 93/42/EEC（下称“MDD”）的基本
要求。

根据 MDD 的相关规定，RT Elements Dose Review 属于 IIb 类产品。

与本产品相关的事件报告

您需要向 Brainlab 和任何相关机构报告任何可能与本产品相关的严重事件。

在美国销售

美国联邦法律限制此设备由医师或奉医师之命销售。

法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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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符号

警告

警告

警告以三角形警告符号表示，包含因设备使用或误用所造成的可能伤害、死亡或其它严重后果等安
全性关键信息。

小心

“小心”以圆形警示符号表示，这包含与潜在设备故障、设备失灵、设备损坏或财产损失有关的重
要信息。

注

注: 注为斜体格式，指出其它有用提示。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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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使用系统

预期用途/适用范围

RT Elements 是用于放射治疗计划的应用程序，适用于对头部、头颈和颅外病变进行立体定向、适
形、计算机计划的、基于直线加速器的放射治疗。

注: Dose Review 应用程序作为一个 RT Element，包含用于审核等剂量线、审核 DVH、比较剂量
以及对剂量求和的功能。
 

预期患者人群

无患者人群限制。

预期使用环境

预期使用环境是临床计划办公室。

预期用户数据资料

典型用户是执行放射治疗计划的医疗专业人员（医学物理师、放射肿瘤医生、剂量测定师、内科医
生等）。

可靠性审查

警告

在患者治疗前，审查输入/输出系统的所有信息的可靠性。

使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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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与医疗设备和软件的兼容性

其他非 Brainlab 设备

警告

仅可使用本用户指南中指明的可兼容硬件。这可能导致患者对准有误。有关所支持的直线加速
器/MLC 组合的详细信息，请联系您的 Brainlab 销售或支持代表。

兼容的 Brainlab 医疗软件

本系统仅允许安装和使用 Brainlab 指定的 Brainlab 医疗软件。要了解有关与 Brainlab 医疗软
件兼容性的问题，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其它非 Brainlab 软件

Brainlab 建议仅使用按照 Integrating the Healthcare Enterprise - Radiation Oncology
（IHE-RO，放射肿瘤学医疗产业整合组织）(http://www.ihe.net/Radiation_Oncology/) 推荐的
Multimodality Registration for Radiation Oncology 中的数据资料进行交换配准的系统。本文
档中提供的定义是由一组临床医生和供应商所确定，解决了临床工作流程问题以及相关的安全注意
事项。

警告

Brainlab 不允许在安装了第三方医疗软件的平台上，再安装 Brainlab RT Elements。其原因是：
不能排除 Brainlab RT Elements 与第三方软件之间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出于这个原因，您应当负
责提供和确定适当的平台，确保满足 Brainlab RT Elements 的既定安装要求。为此，可以使用临
床用户指南提供的软件重新验证说明。

病毒扫描和恶意软件

Brainlab 建议使用 新的防病毒软件来保护系统。

请注意，某些恶意软件防护软件（例如病毒扫描程序）设置可能会降低系统性能。例如若执行实时
扫描并监控对每个文件的访问，则患者数据的加载和保存可能会变慢。Brainlab 建议禁用实时扫
描，并在非临床时间执行病毒扫描。

警告

请确保您的防病毒软件不会修改任何 Brainlab 目录，特别是：

• C:\Brainlab、D:\Brainlab、F:\Brainlab 等

• C:\PatientData、D:\PatientData、F:\PatientData 等

警告

请勿在治疗计划期间下载或安装更新。

如需有关任何这些问题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适用于 Windows 和驱动程序更新的 Microsoft 安全更新

Brainlab 只允许安装安全补丁。不要安装服务包和可选更新。请检查设置，确保正确且适时地下
载和安装更新。不要在 Brainlab 平台上更新驱动程序。

如需更加详细地了解设置和 Brainlab 支持人员拦截的 Microsoft 安全更新，请参阅 Brainlab
网站。

网址：www.brainlab.com/updates

密码：WindowsUpdates!89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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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帮助

如果用户需要，本工作站可配备通过 iHelp® (Axeda) 获取远程 Brainlab 支持的功能。

与医疗设备和软件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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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技术要求

登录信息

警告

您不得共享您的登录信息。您对治疗计划的任何更改均负全责。如果用户名或密码被盗用，请联系
您的系统管理员。

硬件规格

计算机硬件预期用于医院环境中。医院必须遵守通用的法规和标准（例如 IEC 60601-1、IEC
60950）(即在医院环境内只能使用符合适用标准的部件)。

组件 低要求 推荐要求

处理器

带 Westmere 微架构（2010 年 1 月发
布）和 6 个物理内核的 Intel XEON
CPU

或

带 Haswell 微架构（2013 年 6 月发
布）和 4 个物理内核的 Intel i7 CPU
示例：

• 2 个 Intel Xeon X5660

• Intel Core i7-4770S

带 Skylake 微架构（2017 年 8 月发
布）或更新版本的 Intel XEON CPU

内核数量：

• 软件能够利用大量的内核

• 内核数量越多且时钟频率越高，计算
速度也越高

• 推荐使用至少 12 个物理内核

示例：

• Intel Xeon W 2195、Intel Xeon
Gold 6148

内存
24 GB
在服务器上，每增加一位用户，则另需
4 GB 内存

64 GB
在服务器上，每增加一位用户，则另需
16 GB 内存

显卡

DirectX 11 兼容显卡，至少 1 GB 显
存，且硬件功能级别为 10

NVIDIA 卡的 低驱动程序版本：
361.91 (ODE Branch)

示例：

• NVIDIA Quadro 2000

DirectX 12 兼容工作站显卡，至少 4
GB 显存，且硬件功能级别为 11

建议加速器内存和加速器之间采用高存
储带宽，且至少用 640 个 GPU 内核

带 Pascal 芯片组或更新版本的 NVI‐
DIA Quadro 系列，且 NVIDIA 驱动程
序的版本为：385.41 或更新版本 (ODE
Branch)

示例：

• NVIDIA Quadro P2000、NVIDIA
Quadro P4000

屏幕分辨率 1,920 x 1,080
1,920 x 1,200 (WUXGA)

2,560 x 1,440 (WQHD)

网络连接 100 Mbit/s 1 Gbit/s

目前支持的 Brainlab 平台：

• 计划工作站 9 Premium

• 计划工作站 8.0 RT（RT 用计划工作站）

• 计划工作站 7（计划工作站 Premium）

• Node 服务器硬件 5.1 Premium

• Node 服务器硬件 5.1

• Node 服务器硬件 5.0（iPlanNet 服务器 5.0）

• BL 服务器硬件 4.0（Node 服务器硬件）

您不能变动工作站硬件组件。如若对系统进行任何更改，Brainlab 概不负责。必须遵循当地法
规。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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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必备条件

目前支持的 Brainlab 平台：

• Windows Ultimate 7 64 位，SP1

• Windows 10 Enterprise（企业版）2015 LTSB

• Windows 10 Enterprise（企业版）2016 LTSB

• Windows Server 2012 R2 64 位

• Windows Server 2016

• Windows Server 2008 64 位，SP2（不推荐）

如需关于服务包兼容性的详细信息，请咨询 Brainlab 支持专家。

Brainlab 建议使用 Microsoft 安全更新，根据医院 IT 管理规定，以及 Brainlab 防病毒和
Windows 更新策略更新操作系统。Brainlab 预期不会出现与 Microsoft 安全更新安装相关的任何
问题。如果遇到任何问题，请通知 Brainlab 支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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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lab 监测发布的 Windows 修补程序，以检查问题。如果遇到关于
操作系统修补程序的问题，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在系统验收后，将会创建软件安装备份。在获得软件许可以外的工作站上，不能运行此备份。

病毒扫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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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监测每
个访问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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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工作时间执行病毒扫描。

调试要求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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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
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警告

剂量算法和 MU 计算的精度直接取决于已测射束数据的质量。您应负责确保射束测量正确执行。

对于治疗计划软件的调试，Physics Administration 软件用户指南 5.0/5.5 和 新修订版
Brainlab 物理原理技术参考指南中的说明有效。仅 Physics Administration 5.0/5.5 创建的机
器数据资料才能与本软件有效结合使用。

注: 您要负责在治疗前批准机器数据资料（包括射束数据）。
 

警告

务必了解输出的质量主要取决于输入数据的质量。如若输入数据单位、标识有任何错误或不确定
性，或者有任何其他性质的质量问题，则必须先进行彻底调查，然后才能使用数据。

技术要求

12 软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1.0 Dose Review 版本 2.0



1.7 培训和文档

Brainlab 培训

使用系统之前，所有用户都必须参加 Brainlab 授权代表主持的强制培训课程，以确保安全且适当
地使用。

职责

警告

本系统仅为外科医生提供帮助，在使用期间不能代替或取代医师的经验和/或责任。

阅读用户指南

本指南所描述的复杂医疗软件或医疗设备必须谨慎使用。

因此，系统、仪器或软件的所有用户务必：

• 在操作设备前仔细阅读本指南

• 随时可查阅该指南

可用的用户指南

用户指南 内容

Patient Data Manager 有关患者数据管理的说明

DICOM Viewer 软件用户指南 有关审核数据的说明

SmartBrush 软件用户指南 有关如何手动创建对象的说明

Object Manipulation 软件用户指
南

有关如何审查和优化对象、为对象添加边缘以及根据现有对
象操作创建新对象的说明

Multiple Brain Mets SRS 软件用
户指南

关于如何创建颅脑多发转移瘤的放射治疗计划的说明

Cranial SRS 软件用户指南 关于如何创建颅脑病变的放射治疗计划的说明

Spine SRS 软件用户指南 关于如何创建脊柱转移瘤的放射治疗计划的说明

Brainlab 物理原理技术参考指南 有关算法和质量保证措施的详细信息

Physics Administration 软件用户
指南

有关如何管理测得的射束数据和机器数据资料的详细信息

PatXfer RT 临床用户指南
有关如何将 iPlan RT 数据转换为 Brainlab 高级格式
DICOM 数据的详细信息

患者支持系统硬件用户指南 有关无框架放射外科组件和 Robotics 治疗床的详细信息

ExacTrac 临床用户指南 有关 Brainlab 患者摆位系统的详细信息

ExacTrac Vero 临床用户指南 有关 Brainlab Vero 患者摆位系统的详细信息

一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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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和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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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概述

2.1 快速入门

背景

使用 Dose Review，您可审核从任一 RT Planning Elements（例如 Multiple Brain Mets SRS）
保存的剂量计划。

在上一个软件版本 Dose Review 1.0 中，您可以审核从第三方软件导入的剂量计划。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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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Brainlab 物理原理技术参考指南中的质量保证章节。

警告

确保在整个计划流程中，您使用的是正确的患者数据。患者信息显示在每个 Element 的导航器区
域。

警告

您需要完全负责验证 Brainlab 返回的数据的正确性，并验证 Brainlab 提供的任何反馈或建议的
正确性。您必须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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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OM 符合性

软件将 DICOM 3.0 Merge 库用作传输协议，以便将信息传输到第三方系统。DICOM 促进了不同供
应商系统之间的一般互操作性。本软件中使用的 DICOM RT（放射治疗）是 新的 DICOM 对象子
集，该子集用于在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传输特定数字影像、图形和非影像数据。

如需详细信息，请在下列网址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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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必须核实其设备完全可操作并产生
精确的结果。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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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同的 TPS 供应商之间对 DICOM 标准的解释不同，在传输过程中一些结构可能会被修改或意
外更改。

由于呈现轮廓的算法不同，不同系统间的结构形状和体积可能略有不同。因此，必须在导入第三方
系统后仔细验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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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来阅读和理解符合性声明。

根据 IEC 62266“Guidelin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DICOM in radiotherapy（DICOM 在放射治
疗中的应用指南）”第 11 章“Caution to Users（用户注意事项）”：“[...] 肿瘤放射治疗设

软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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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购买者必须确认其设备实际上能够与其他设备通讯，而且能够使用 DICOM 协议与定义成功进
行信息传送。”

第三方 DICOM 接口

警告

应验证 Brainlab 应用程序导入的所有数据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原因在于对 DICOM 标准的不同判
读可能会导致 DICOM 协议所传输数据的显示存在差异。

由于 DICOM 标准不提供验证方法，来确认在导入 Brainlab 系统前 DICOM 文件的完好性是否已破
坏，因此建议您仅通过网络执行 DICOM 传输。这样可确保在数据交换过程中，数据不会被轻易篡
改。如果将 DICOM 数据作为文件写入任何存储媒介，建议按照书写或打印患者记录的同等标准谨
慎对待这些信息，以避免任何篡改。

如何在 RT 计划工作流程中启动 Dose Review

步骤

1. 选择一位患者。

2. 打开一个 RT Planning Elements 工作流程（例如 Multiple Brain Mets SRS）。

3. 选择包含剂量计划的患者数据集。

该软件会自动显示与所选 RT Planning Element 工作流程相关的所有 Elements。

4.

选择 Dose Review。

警告

可能有 RT Elements 无法继续加载的更多或其他附加患者数据。示例包括其他计划步骤的结果或
第三方系统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会提示您部分可用数据无法导入。然后，软件会建议用户认真
审核所导入患者数据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如何使用 Dose Review 1.0 打开由第三方软件创建的计划

步骤

1. 选择一位患者。

2.

从 Decision Making 工作流程中选择 Dose Review。

3. 选择包含由第三方软件创建的剂量计划的患者数据集。

该软件会自动显示所有适用于 Dose Review 1.0 的 Elements。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Dose Review 软件用户指南 1.0。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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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查看功能

查看选项

可用查看选项取决于您正使用的布局视图。

按钮 功能

单击影像切层，然后使用鼠标指针进行拖动。

• 2D 切层：在各切层中移动

• 3D 切层：旋转切层

拖动鼠标指针通过一个切层向上或向下。

此外，还可单击一个影像切层并使用鼠标滚轮进行滚动。

拖动鼠标指针：

• 向上拖动缩小

• 向下拖动放大

您还可以单击一个影像切层，然后在按住 Ctrl 按钮的同时用鼠标滚轮上下滚动，
以进行缩放。

旋转 3D 视
图

单击 3D 影像并拖动鼠标指针。

注: 此功能不需要按钮。
 

单击影像切层并拖动鼠标指针以提高结构对比度可见性：

• 向上/下拖动以增加/减小 CT 值/灰度值水平

• 向左/右拖动以增加/减小 CT 值/灰度值窗宽

软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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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菜单

数据菜单布局

① ②

图 1  

选择 Data 打开 Data 菜单并查看可用影像、对象和布局的列表。

编号 组件 说明

① Plan：<计划名称>

• Images：在与该计划关联的影像集之间切换

• Doses：列出可用的剂量计划

• 列出与该计划关联的所有可用对象，例如转移瘤、OAR 和 Outer
Contour

② LAYOUTS 在不同布局间切换

数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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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

① ②

④
⑤
⑥

⑦

③

⑧

图 2  

编号 组件

① 剂量比较功能

② 剂量求和功能

③ 参照计划灰显，表示无法取消选择

④ 蓝色轮廓和眼睛图标表明该剂量计划当前处于选中状态，可以进行剂量比较或剂量求和

⑤ 剂量计划名称

⑥ 剂量计划的保存日期和时间

⑦ 用于创建该计划的软件名称和剂量处方详细信息

⑧
网格大小信息：

• 对于 Pencil Beam，此数字表示剂量网格大小

• 对于 Monte Carlo，此数字表示 大 Monte Carlo 网格大小

对象

①

②
③

⑤
④

图 3  

软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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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组件

① 要显示/隐藏所有对象，单击开眼/闭眼图标。

②
如果对象可见，则其显示有蓝色边框和眼睛图标。要隐藏某个对象，单击该对象。

默认情况下，除 Outer Contour 和标有 Type = Whole Brain 的对象之外，其他的定义对
象均设置为可见。

③ 对象体积。

④

单击感兴趣对象旁的箭头，以查看附加信息：

• Basis：列出创建对象所用影像集

• Type：显示对象类型（例如，肿瘤）

• Role：显示角色（例如 PTV）

⑤

如果选择了单个对象，该对象将以橙色高亮显示，所有视图均以该对象为中心，而且在 3D
View、1 x 1 View 和 Side by Side View 布局中会出现一个方框，显示以下额外信息：

• 对象名称：列出创建对象所用影像集

• Size：对象的体积和直径

• CI：基于参照计划的适形指数

• GI：基于参照计划的梯度指数

• 处方信息：剂量和分次数量

注: 处方信息只适用于参照计划中定义的 PTV。
 

布局

选择 Data 以打开 Layouts 菜单并在布局视图间切换。

布局 说明

DVH V iew

DVH View 显示下列视图：

• 轴位、冠状位和矢状位视图

• 右手侧：DVH 视图

注: 在 Dose Summation 模式下，软件会显示所选剂量计划的剂量和。
 

3D View 显示下列视图：

• 轴位、冠状位和矢状位视图

• 右手侧：3D 视图

注: 在 Dose Comparison 模式下，此布局不可用。
 

Side by Side View 显示下列视图：

• 上排：参照计划的轴位、冠状位和矢状位视图。

• 下排：备用计划的轴位、冠状位和矢状位视图。

注: 此布局仅在 Dose Comparison 模式下可用。
 

1 x 1 View 显示下列视图：

• 左手侧：轴位、冠状位和矢状位视图。在 Dose Summation 模式下，软件
会显示参照剂量计划的剂量。

• 中间：大的单个切层视图以及检查框窗口，该窗口标记有字母 B 以指示覆
盖计划。切层方向取决于左手侧所选择的切层。在 Dose Summation 模式
下，软件会显示所选剂量计划的剂量和。

数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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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 说明

3 x 3 View 显示下列视图：

• 左手侧：轴位、冠状位和矢状位视图。在 Dose Summation 模式下，软件
会显示参照剂量计划的剂量。

• 中间：一组 3 x 3 切层以及一个检查框窗口，该窗口标记有字母 B 以指
示覆盖计划。切层方向取决于左手侧所选择的切层。在 Dose Summation
模式下，软件会显示所选剂量计划的剂量和。

软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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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具栏功能

对象列表

①

②

③

④

图 4  

编号 组件

① 要显示/隐藏所有对象，单击开眼/闭眼图标。

②
所有可见对象都显示为蓝色的眼睛图标。要隐藏某个对象，单击该对象，使眼睛图标灰
显。

默认情况下，除 Outer Contour 之外的定义对象均设置为可见。

③ 使用切换栏可显示和隐藏 Objects 列表。

④ 如果选择了对象，所有视图都会以该对象为中心。在 3D View、1 x 1 View 和 Side by
Side View 布局中，在右上角会出现一个方框，显示更多对象信息。

工具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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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显示和归一化值

①

②

图 5  

选项

启动 Dose Review 时，软件会自动从所选计划中获取剂量显示设置。系统将显示用于创建该计划
的软件和版本。如果剂量显示模板没有随该计划保存，Dose Review 将选择默认设置。

您可以从工具栏 ① 中选择所需的可用设置，以更改剂量显示设置。

根据剂量显示，您可在 With ② 下更改计划的归一化值。

安装 Dose Review 时，随附以下 Dose Option Configuration 文件：

• Cranial 80% = Def.30 Gy

• Cranial 80% V80

• SRS Absolute

• SRT V95

注: 可以在 Clinical Protocol Editor 中编辑剂量显示选项。
 

软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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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快捷方式

键盘快捷键列表

软件中提供以下快捷方式。部分快捷键仅可用于特定软件功能。

说明 快捷方式

打开下一个布局 Ctrl + Tab

打开上一个布局 Ctrl + Shift + Tab

重设缩放和缩放中心 Ctrl + Home

选择上一个对象 Ctrl + Up

选择下一个对象 Ctrl + Down

切换剂量分布显示 Ctrl + D

切换剂量分析显示 Ctrl + R

选择所有对象 Ctrl + A

导出轴位平面 Ctrl + Shift + A

导出 DVH 数据

仅适用于：

• 剂量计算完成（未运行）

• 选项卡包含 DVH

Ctrl + Shift + D

导出矢状面 Ctrl + Shift + S

导出冠状面 Ctrl + Shift + C

导出 新距离测量的剂量线

仅适用于：

• 显示剂量或显示阈值已启用

• 剂量计算完成（未运行）

• 剂量距离测量已激活

Ctrl + Shift + L

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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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核治疗计划

3.1 剂量体积直方图 (DVH)

查看 DVH

在 DVH View 布局中，参照计划中列出的每个对象都会在 DVH 中显示。视图显示的是累积直方
图，其中您可观察有多少体积至少接受了所选剂量。

该布局还提供一些视图来帮助识别接受过多或过少剂量的点。

警告

不得将 DVH 图用作选择治疗计划的唯一标准。可采用其它标准，如剂量显示。

DVH 视图布局

①

图 6  

打开 DVH View 布局可显示 DVH ① 以及放大的轴位、冠状位和矢状位切层视图，以便您识别接受

过多或过少剂量的点。

审核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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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显示 DVH

步骤

要显示某个对象的 DVH，在 DVH View 中时，从 Objects 列表中选择该对象。

要同时查看所有对象的 DVH，将所有对象设置为可见即可。过后可以通过关闭眼睛图标，取消选
择个别对象。

注: 只有参照计划中的对象才可供选择。
 

剂量体积直方图 (D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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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DVH 显示

DVH 显示

您可将鼠标悬置于 DVH 上，查看每个体积的精确剂量值。

① ②

③⑦

⑥

④

⑤

⑧

图 7  

编号 说明

① 单击体积轴的末端并拖动以更改 Volume 大小。

②
正常组织 (NT) 图。

此曲线对应于围绕 PTV 的虚拟环形结构，可用于计算 CI。其百分比体积根据 PTV 体积进
行归一化，并与 PTV（肿瘤）体积一并显示为 NT ①。

③ 单击剂量轴的末端并拖动以更改 Dose 大小。

④
Min./Mean/Max. 剂量、CI、GI 和相对 大剂量显示在 DVH 上方。

注: 这些值是根据参照计划的覆盖剂量计算的。
 

⑤ 将鼠标悬停在某一个点，以查看更多数据。限制标记在每条线上。如果您将鼠标悬停在限
制点，将显示包括此对象限制和适形指数（仅限于参照计划中的 PTV）在内的数据。

⑥ 三角形或菱形（取决于治疗计划软件）表示处方点。如果处方点周围有一个圆形，则目标
未实现。

⑦ 菱形表示理想的/ 大剂量限制。如果在菱形周围有一个圆形，则表明已达到理想的/ 大
剂量限制。

⑧ 计算治疗计划所用的剂量算法。可以是 Pencil Beam 或 Monte Carlo。

审核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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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DVH

①

图 8  

DVH 曲线 Tissue 对应 Data 下所列的 Objects 中 Outer Contour 类型的结构。

DVH 曲线 Normal Tissue 对应于一个虚拟结构，该结构由 Tissue 减 PTV 组成。

如果未从 Data 下的 Objects 列表中选择任何结构，则将显示设置为可见的所有结构的 DVH。此
外，即使结构 Outer Contour 未设置为可见，也会显示 Tissue 和 Normal Tissue 的 DVH 曲
线。

患者几何结构（组织模型和对象）和处方均以参照计划为基础，即使加载其他剂量计划以进行求和
或比较也不例外。因此，DVH 仅显示参照计划的处方点。适形指数只能针对参照计划中的 PTV 进
行计算。

其他 DVH 功能

• Grid Size：在 DVH 生成过程中，用于结构离散化的分辨率

• 剂量算法类型显示在 DVH 显示下方

• 双击 Volume（Y 轴上方）可在绝对体积（立方厘米）与相对体积 (%) 间切换

DVH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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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DVH 适形指数

背景

适形指数表示剂量分布的体积与 PTV 大小和形状的匹配程度。该该软件提供每个目标体积的逆向
Paddick 适形指数 (CI) 和梯度指数 (GI)。

警告

审核每个 PTV 的适形指数。

逆向 Paddick 适形指数 (CI)

CI 描述 100% 等剂量体积与目标体积的符合程度。以下为逆向 Paddick CI 的计算方式：

                     Total volume receiving ≥ Dcoverage             PTV volume
                      PTV volume receiving ≥ Dcoverage     PTV volume receiving ≥ Dcoverage  
                                               

*Inverse Paddick CI =

• 第一项惩罚接受剂量大于覆盖剂量 Dcoverage 的正常组织。

• 第二项惩罚肿瘤体积内的冷点（低于覆盖剂量的剂量）。

理想理论剂量分布的 CI 应为 "1"。

梯度指数 (GI)

GI 描述剂量从 100% 等剂量跌至 50% 等剂量的斜度。

                      Total volume receiving ≥ 50% Dcoverage             
                     Total volume receiving ≥ 100% Dcoverage                                                  Gradient Index (GI) =

理想理论剂量分布的 GI 应为 "1"。

软件如何计算适形指数

①

②

③

④

图 9  

CI 和 GI 通过评估 PTV ① 中的剂量加上正常组织扩张环 ② 计算得出。此尺寸从 RT 治疗计划

软件生成的已加载参照计划中读取。

软件会检查正常组织环边界的剂量。如果 50% 或 100% 等剂量线位于正常组织环内部，软件便能
计算各自的适形指数 ③。如果 50% 和/或 100% 等剂量线不再位于 PTV 体积和正常组织环内部，

则软件不能计算各自的 CI/GI ④。如果在正常组织环边界上至少一个点超出等剂量，软件将会显

示 N/A。如果多个 PTV 彼此之间相距很近，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至少一个 PTV 的指数为
n/a，则体积平均适形指数将为 n/a。

如果没有 PTV 体素达到处方剂量，软件显示的适形指数将为 - -。

审核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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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审核剂量

剂量菜单

审核每个 PTV 的剂量分布和等剂量线。为此，在 Dose 菜单中，可使用以下视图选项。

警告

剂量计算的精确性取决于剂量网格分辨率。用于 终治疗计划批准的值必须尽可能小，且不得大于
4 毫米。对于直径小于 30 毫米的小对象，强烈建议使用 3 毫米或更小的值。剂量网格分辨率取
决于参照剂量计划。

剂量菜单选项

图 10  

视图选项 说明

Dose Off 等剂量线不会显示出来。

Dose Distribution 等剂量线显示出来。

Dose Analysis 查看所有对象中带有热点和冷点的剂量过量和剂量不足的区域。

审核剂量

30 软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1.0 Dose Review 版本 2.0



3.2.1 剂量分布

使用剂量分布

当您选择 Dose Distribution 视图时，所计划的剂量分布显示为等剂量线和剂量冲洗。当您放大
影像时，剂量冲洗中的颜色会进行自适应并变得更加透明，从而使您可以清楚地观察底层结构。

警告

不得将剂量显示用作治疗计划的唯一决定标准。至少审核一个其他标准（例如 DVH）并在多个布局
中审核标准。

调整等剂量线

②

①

③

④

图 11  

在此显示中，可看到对应于处方以及 Clinical Protocol Editor 的 Dose Option 模板中每个值
的等剂量线，也可看到您可更改的高亮显示值。

编号 说明

①

视图右下方的颜色编码图例显示当前显示的等剂量线，表示为绝对剂量值。

等剂量线的数量将根据视图的缩放比例相应调整。当您放大时，则会显示更多等剂量线。
当您缩小时，较细的线将会消失。

② 要定义用于显示的特定等剂量线，在 Highlight 旁边的框中输入相应的值。

审核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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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③ 双击图例的左上角，可在绝对剂量与百分比间切换。这适用于等剂量线和 DVH 显示。

④ 双击图例中一条线旁边的值，以隐藏该线。再次双击，可再次显示该线。

如何高亮显示剂量冲洗

①

图 12  

步骤

要高亮显示对应于特定剂量值的剂量冲洗和等剂量线，将鼠标悬置于图例 ① 的该值上，或者在

悬停在剂量线上的同时选择 shift。

此操作也适用于较短的中间线。

剂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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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剂量分析

使用剂量分析

通过 Dose Analysis 视图，您可聚焦于计划中的危险区域。它显示 PTV 以及其他解剖对象内的剂
量水平，并高亮显示剂量不足和剂量过量的情况。

通过剂量分析分析 PTV 和 OAR

④

①

②

③

⑤

⑧
⑦
⑥

图 13  

PTV 显示为绿色，所有其他对象显示为蓝色。

编号 说明

① 正常组织剂量显示为橘黄色。对于处方剂量、50% 的处方剂量和可定义的 Highlight 值，
显示有等剂量线。

② PTV 内超出 大/所需限制的剂量高亮显示为粉红色。

③ PTV 内介于处方值与 大/所需限制值之间的剂量没有颜色。

④ PTV 内低于处方值的任何剂量显示为绿色高亮。

⑤ PTV 内的标记点（红色）显示 高剂量。

⑥ PTV 内的标记点（绿色）显示 低剂量。

⑦ 处于 OAR 内的任何剂量跌落以蓝色剂量冲洗高亮显示。剂量水平越高，颜色则越不透明。

⑧ OAR 内的标记点（红色）显示 高剂量。

审核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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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测量菜单

所用的坐标

X、Y、Z 坐标显示在 DICOM 坐标系统中。

如何测量某个点的剂量

步骤

1.

在 Measure 菜单下选择 Point。

2.

要在影像内测量某一个点的剂量，在该影像内选择一个目标位置。某个点便显示出来并包
含影像相关信息：

• Point Dose：在特定点计算的剂量，无论预计算的剂量网格如何。

• 3D Volume Dose：使用预计算的剂量网格并从网格周围点进行内插而计算得出的指定点
剂量。由于这种内插，此点的实际剂量值可能会略高于 Point Dose。因此，3D Volume
Dose 计算速度更快，但精确度不如 Point Dose 高。剂量冲洗显示也从预计算的剂量网
格中进行内插。

注: 对于 MR 扫描，提供的点值为灰色值。对于 CT 扫描，此为 HU 值。
 

注: 如果您测量 Dose Distribution 视图中的某个点，也会显示剂量信息。
 

3. 要移动一个点，将鼠标指针悬停在该点上方，然后使用鼠标左键将其拖动到新位置。

4. 要删除某个点，右键单击该点。要删除所有的点，选择 Measure 下的 Point 以取消选择
该功能。

警告

仅当影像缩放已验证后，才能对患者进行治疗。

测量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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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测量距离

步骤

1.

选择 Distance。

2.

要测量切层内的距离，选择该切层中的两个目标点。两点间的距离以及终点的点信息随即
显示出来。

3.

要测量不同切层上的两点间距离：

a.单击第一个切层上的目标点。

b.使用鼠标滚轮，滚动至目标切层。

c.单击目标切层上的第二个点。

这也可在不同影像视图中实现。

注: 终点在目标切层上显示为十字线，在中间切层上显示为点。
 

4. 要移动一条线，将鼠标指针悬停在该线上方，然后使用鼠标左键将其拖动到新位置。

5. 要删除所有的线，选择 Measure 下的 Distance 以取消选择该功能。

审核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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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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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剂量比较与剂量求和

4.1 加载治疗计划

背景

如果患者文件夹包含一个以上的剂量计划，您可加载其它计划的剂量，与您的参照计划进行比较或
求和。

所加载的用于比较或求和的剂量必须位于相同的数据集中，或位于融合至参照计划影像集的数据集
中。如果您更改归一化值，新值将应用于参照剂量以及为求和或比较而添加的剂量。

如果您基于不同的 CT 计划数据集对计划中的剂量进行比较或求和，必须使用会自动打开 Dose
Review 的 Image Fusion 集成版本融合这些 CT 数据集。

注: 在剂量比较和求和模式下，除了参照计划剂量外，软件只显示剂量矩阵。数据集、影像和对象
均来自参照计划。
 

注: 请注意，在参照计划以及为比较或求和而添加的剂量之间，剂量网格大小可能有所不同。
 

如何加载计划

步骤

1.
从 Data 菜单选择 More 打开可用计划的列表。

2.

①

②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选择要导入 Doses 中的计划 ① 之一。

3. 选择 Select ②。

如果所选计划基于与原计划不同的 CT 影像集或非融合的 CT 影像集，则 Image Fusion
会自动打开，您必须融合这两个 CT。请参阅 Image Fusion 软件用户指南了解更多信息。

现在，所选的剂量计划在 Data 菜单中的 Doses 下列出。

使用剂量比较与剂量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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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剂量比较

背景

通过剂量比较功能，您可以比较来自同一患者的以下治疗计划的剂量分布：

• 使用不同的 RT Planning Elements 创建。

• 在同一个 RT Planning Element 中创建，但使用不同的优化参数（例如不同的正常组织滑块位
置）。

如何启用剂量比较

步骤

1. 在 Data 菜单中的 Doses 下，选择一个要与参照计划比较的计划。

已加载的用于比较的剂量计划用蓝色边框显示并有眼睛图标表示可见性。

2.

选择 Dose comparison。

在并排视图中比较计划

①

图 14  

当您选择在 Side by Side View（默认）中比较剂量计划时，参照计划将显示在顶排。每个计划都
标有自己的名称 ①。

可使用 Dose Distribution 和 Dose Analysis 视图检查计划。

注: 在进行比较的计划中，至少有一个计划必须是使用 Pencil Beam 计算的。无法对两个都使用
Monte Carlo 计算的计划进行比较。
 

剂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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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检查框比较计划

①

②

②

图 15  

检查框在 DVH View、1 x 1 View 和 3 x 3 View 视图中可用。它将一个计划的一部分覆盖到另一
个计划上，这样便可比较剂量分布和分析。

编号 说明

①
检查框窗口，标记以字母 B，用于标识覆盖计划。

• 将鼠标悬停在窗口的边缘直到出现箭头，然后进行拖动可更改窗口大小。

• 在窗口内单击，拖动可移动窗口。

② 计划名称以标识字母 A 和 B 标记。

使用剂量比较与剂量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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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DVH

① ②

③

图 16  

在 DVH View 中，两个计划的 DVH 分别显示为实线 ① 和虚线 ②。

编号 说明

① 计划 A 的 DVH（实线）

② 计划 B 的 DVH（虚线）

③ 所选对象的更多剂量信息

剂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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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剂量求和

背景

通过剂量求和，您可完成如下等操作：

• 查看不同的 RT Planning Element 计划随时间推移的剂量和，例如评估复发性肿瘤的剂量分
布。

• 对单次治疗的 RT Planning Element 剂量计划进行求和（例如使用两个 Multiple Brain Mets
SRS 剂量计划对两组脑转移瘤进行联合计划）。

DVH 求和

在 Dose Summation 模式中选择 DVH View 布局时，DVH 将会显示参照计划和所添加剂量计划的累
积剂量。

如何启用剂量求和

步骤

1. 在 Data 菜单中的 Doses 下，选择一个要与参照计划相加进行剂量求和的计划。

已加载的用于求和的剂量计划用蓝色边框显示并有眼睛图标表示可见性。

2.

选择 Dose summation。

注: 可以对无限个剂量计划进行剂量求和。
 

使用剂量比较与剂量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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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LINICAL PROTOCOL
EDITOR

5.1 配置临床方案

Clinical Protocol Editor

您可在 Clinical Protocol Editor 中定义若干用于剂量显示的变量。您可以在本地驱动器上创建
自己的 Dose Option 模板。

警告

Clinical Protocol Editor 模板的更改只有在重新启动软件后生效。

如何修改临床方案模板

②

①

图 17  

步骤

1. 要访问一组默认模板，请：

• 在桌面上启动 Clinical Protocol Editor（如果工作站上安装了 Elements）或从
Origin Server 界面中选择 Clinical Protocol Editor（如果远程服务器上安装了
Elements）或

• 使用 Windows Explorer（Windows 资源管理器）浏览到 %BRAINLAB_SHARED%\RT\Cli‐
nicalProtocols，然后双击该文件。

2. 要创建临床使用的临床方案，请双击 Examples 文件夹（例如 \%BRAINLAB\SHARED\RT
\ClinicalProtocols\DoseReview\Examples_2.0）中的 Dose Option 文件。

CLINICAL PROTOCOL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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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双击一个参数以编辑其值。将打开一个弹出窗口 ①。

阅读说明 ② 了解有用的编辑信息。

4. 配置下表中解释的变量。

注: 编辑后选择不同的名称。如果两个或多个剂量选项文件在设置文件中的名称相同，该
模板将不会出现在软件中。
 

5. 选择 Save。

使用浏览功能并将文件存储到相应的 Element 版本文件夹（例如，“\ClinicalProtocols
\<Element>\<version>\”）。

6. 一旦不再需要 Examples 文件夹中的示例模板，即可从文件系统中将其删除。为此，请使
用 Windows Explorer（Windows 资源管理器）浏览到 %BRAINLAB_SHARED%\RT\Clinical‐
Protocols，并删除相应的文件或整个 Examples 文件夹。

然后，在 Element 中的剂量显示选择中不再提供这些示例。

配置临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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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Clinical Protocol Editor 功能

方案编辑器图标

选项 说明

值还没有被修改。

值已被修改。

只读值（不能编辑）。

该值是无效的。

查看更多选项。

添加条目（如果适用）。

删除条目（如果适用）。

打开一个新的临床方案或重新加载当前文件。

当您进行更改后，保存图标会立即从灰色变成彩色 ③。您可以更改文件名称，以

创建新模板。

可以创建的临床方案模板数量没有限制。

关闭当前临床方案文件。

更改当前临床方案文件的显示模式。您需要保存当前临床方案模板，并提供密码以
在默认模式和其他模式间切换。

将较早临床方案中的值导入到当前打开的方案中并覆盖当前值。

注: 当前必须处于视图模式：Adjustment 中。
 

选择查看当前临床方案模板的更改历史。

同时展开所有选定的项目。

退出 Clinical Protocol Editor。

剂量选项模板

注: Dose Option 模板的编辑受密码保护。
 

变量 说明

Type
定义方案类型以及软件版本。

注: 类型是固定的，不能更改。
 

CLINICAL PROTOCOL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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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说明

Name

定义方案名称。

注: 该名称在软件中可见。创建一个不与其他值矛盾的有意
义名称。
 

Purpose

定义方案目的。

Demo：方案仅用于演示目的。不能用于临床。

Clinical Use：方案适用于临床应用。

Dose Display

Default Prescription Value

为处方剂量的归一化定义绝对剂量值，单位为戈瑞。此值将
覆盖所加载的归一化剂量，并且若指定，则不能在 Dose
Review 中更改。

可选值。

Dose Relation (%)
为处方剂量的归一化定义百分比。如果未指定此值，则仅能
执行绝对剂量评估。

Highlight Dose (Gy)
在 Dose Display 功能中空白的高亮显示栏内输入默认值，
以 Gy 为单位。该值必须介于 1.0-99.9 Gy 之间。

Show Half Prescription

选择在 Dose Display 功能中启用或禁用半处方值。

True：启用半处方值。

False：禁用半处方值（默认值）。

Show Maximum Limit

选择启用或禁用 大剂量限制。

True：启用 大剂量限制。

False：禁用 大剂量限制。

注: 该值在 Maximum Limit (%) 中设置。
 

Maximum Limit (%) 输入相对 大剂量限值。该值必须介于 100-200% 之间。

Show Absolute Dose

选择绝对剂量值或相对剂量值作为剂量图例的默认显示值。
您可以双击剂量图例，然后在软件中更改此设置。

True：显示绝对剂量。

False：显示相对剂量。

Dose Lines (Value List)

Dose Line 1...

您可以根据需要在 Dose Display 功能中定义 多三个关键
剂量线。

多：3 个值。

Dose (Gy)
输入每个剂量线的剂量 (Gy)。该值必须介于 1.0-99.9 Gy
之间。

Clinical Protocol Editor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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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软件重新验证

6.1 如何执行软件重新验证

背景

这是在对您的系统进行轻微更改后建议的系统重新验证测试，包括：

• 操作系统修复补丁

• 安装病毒扫描程序

• 第三方软件安装

如需重大的操作系统更改（新操作系统、新服务包等），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软件重新验证工作流程

步骤

1. 在任何 RT 治疗计划软件中创建一个治疗计划。

2. 将该治疗计划加载到 Dose Review 中。

3. 检查 Dose Distribution 和 Dose Analysis 视图中显示的剂量。

4. 检查 DVH View。

5. 检查 3D View

6. 退出 Dose Review。

重新验证完成。

软件重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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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执行软件重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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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消息

7.1 弹出对话框中的警告和错误消息

消息列表

这些显示的消息仅与参照计划相关。

• The dose was recalculated at startup because the loaded plan was saved using an
older software version. The dose might deviate slightly from the original plan.（启
动时已重新计算了剂量，因为加载的计划是使用较早软件版本保存的。剂量可能与原计划略有偏
差。）

• The dose was recalculated.（剂量已重新计算。）

• The selected plan was not loaded because the plan does not contain any data to be
displayed for dose review.（所选的计划未能加载，因为该计划不包含剂量审核所需显示的任
何数据。）

• The selected plan has Monte Carlo dose calculation active. Another plan loaded also
has Monte Carlo dose calculation active. Loading multiple plans having Monte Carlo
active into Dose Review is currently not supported. Please select a plan not having
Monte Carlo dose calculation active.（所选计划的 Monte Carlo 剂量计算处于活动状态。
另一个已加载计划的 Monte Carlo 剂量计算也处于活动状态。目前尚不支持将多个 Monte
Carlo 处于活动状态的计划加载到 Dose Review 中。请选择一个未激活 Monte Carlo 剂量计算
的计划。）

• The selected plan has not been loaded because attempt to establish required image
set fusion of reference sets failed. You may find more details in log file.（所选计
划未能加载，因为试图建立参照集与所需影像集的融合尝试失败。您可以在日志文件中找到更多
详细信息。）

• The selected plan was not loaded because fusion of CT reference sets has not been
completed.（所选计划未能加载，因为 CT 参照集的融合尚未完成。）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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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打印输出中的消息（信号灯）

消息列表

类型 文本

信息
Dose calculations have not started. Activate dose display to enable
dose distribution related plan status checks.（剂量计算尚未开始。请激活
剂量显示，以启用剂量分布相关的计划状态检查。）

信息
Dose calculation is based on the special set: [modality name].（剂量计
算基于特殊设定：[模态名称]。）

错误
Less than 2 arc control points are defined. Treatment is not possible.
Verify the arc start and stop angles.（定义的弧控制点不足 2 个。不能进
行治疗。请验证弧的起始和停止角度。）

警告
Less than 3 arc control points are defined. Treatment may result in a
controller error. Verify the arc start and stop angles.（定义的弧控制点
不足 3 个。治疗可能导致控制器错误。请验证弧的起始和停止角度。）

错误
The MU per degree value is lower than defined in the machine profile.
（每度 MU 值低于机器数据资料中定义的值。）

错误
The MU per degree value is higher than defined in the machine profile.
（每度 MU 值高于机器数据资料中定义的值。）

错误
The gantry rotation range is not valid. Verify the arc start and stop
angles.（机架旋转范围无效。请验证弧的起始和停止角度。）

错误
Danger of table collision. Please verify.（存在治疗床碰撞危险。请进行验
证。）

警告
Risk of table collision. Please verify.（存在治疗床碰撞风险。请进行验
证。）

错误
The table angle is invalid. Treatment is not possible.（治疗床角度无
效。不能进行治疗。）

错误
The ring rotation angle is not valid. Treatment is not possible.（环旋
转角度无效。不能进行治疗。）

错误
The collimator angle is not valid. Treatment is not possible.（准直器角
度无效。不能进行治疗。）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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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
认所需的部位得到治疗。）

错误
The gantry rotation range is not valid. Ver‐
ify the arc start and stop angles.（机架旋转范围无效。请验证弧的起始和
停止角度。）

错误
The time to deliver the desired dose ([time] s) exceeds the machine
limit ([time] s). Please verify.（照射所需剂量的时间（[时间] 秒）超出机
器限制（[时间] 秒）。请进行验证。）

错误

The MU ([number of units] MU) value of one of this beam's/arc's export
portions is above the allowed MU ([number of units] MU) configured for
the machin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此射束/弧的其中一个导出的 MU
(（单位数量）MU) 值大于为机器设置的 MU 允许范围 (（单位数量）MU)。请联
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警告
This element is split into more than 10 portions. Please verify.（此元
素拆分为超过 10 个部分。请进行验证。）

信息

The element is split into [number of portions] portions because the MU
value ([number of units] MU) is larger than the maximum allowed MU
([number of units] MU).（因为 MU 值 (（单位数量）MU) 大于 大允许 MU
(（单位数量）MU)，该元素被拆分为 [部分数量] 部分。）

打印输出中的消息（信号灯）

50 软件用户指南 修订版 1.0 Dose Review 版本 2.0



类型 文本

错误

MU ([number of units] MU) is larger than the maximum allowed MU ([num‐
ber of units] MU). (Note: splitting into several portions is not sup‐
ported by the application for this treatment). Contact Brainlab sup‐
port.（MU (（单位数量）MU) 大于所允许的 MU 大值 (（单位数量）MU)。
（注：应用程序不支持将此次治疗拆分成多个部分）。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
员。）

警告

The dose needs to be recalculated because the loaded plan was saved
without dose. The dose might deviate slightly from the original plan.
（剂量需要重新计算，因为加载的计划是在没有剂量的情况下保存的。剂量可能
与原计划略有偏差。）

错误
The name of the beam or arc contains invalid characters.（射束或弧名称
包含无效字符。）

错误 The name of the beam or arc is empty.（射束或弧名称为空。）

错误
The name of the beam or arc contains either of the characters '(' or
')'.（射束或弧名称包含字符“(”或“)”之一。）

警告

The data set used as Alignment Set has been scanned [scan orientation],
while the orientation for treatment is configured [scan orientation].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用作对准集的数据是采用 [扫描方位] 扫描的，而
治疗体位已设置为 [扫描方位]。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警告

The data set used as Reference Set has been scanned [scan orientation],
while the orientation for treatment is configured [scan orientation].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用作参照的数据是采用 [扫描方位] 扫描的，而治
疗体位已设置为 [扫描方位]。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错误

The treatment orientation of the patient is undefined. This status is
critical. Please consult Brainlab support and do not use the current
plan for treatment.（未定义患者的治疗体位。此状态至关重要！请咨询
Brainlab 支持人员，请勿使用当前计划执行治疗。）

错误

The image and patient orientation for treatment of the current plan
have not been acknowledged. This status is critical. Please consult
Brainlab support and do not use the current plan for treatment.（未确认
当前计划的影像和患者治疗体位。此状态至关重要！请咨询 Brainlab 支持人
员，请勿使用当前计划执行治疗。）

警告

The plan references the following empty object(s) as PTV or OAR: [ob‐
ject names]. These objects should be correctly segmented if required.
（计划提及以下空对象作为 PTV 或 OAR：[对象名称]。如果需要，应当正确勾画
这些对象。）

警告

The dose calculations are based on a reference set of type Cone Beam
and may be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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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明显偏离。强烈建议执行更新 CT 扫描，将其用作参照集。）

警告

Heterogeneity correction is turned off. The table top added to the
tissue model is therefore assumed to be water-equivalent.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不均 性校正已关闭。因而假定添加至组织模型的治疗床面
与水等效。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信息

Heterogeneity correction is turned off. The area inside the detected
patient contour is therefore assumed to be water-equivalent.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不均 性校正已关闭。因而假定所探测到患者轮廓内的区域
与水等效。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警告
The plan intent is set to [plan intent value].（计划目的是设定为 [计划
目的值]。）

错误

Encountered [number of duplicates] beams or arcs whose names are not
unique. Beam or arc names involved are: [number of duplicates].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 (Note: Name comparison is case-insensitive)（遇到名称
不唯一的 [重复数量] 个射束或弧。涉及的射束或弧名称为：[重复数量]。请联
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注：名称对比区分大小写））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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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The dose resolution for the current plan exceeds the limit of 10 mm.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当前计划的剂量分辨率超出 10 毫米限制。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错误

The alignment set must be the same slice set as the reference set, ho‐
wever, two different slice sets are being used in this treatment plan.
If you continue, in worst the case, geometric inaccuracies are expected
when you export the plan and position the patient for treatment. Pleas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对准集必须与参照集属于同一切层级，但在此治疗
计划中使用了两个不同的切层集。如果继续，在 坏的情况下，我们预计在您导
出计划并定位患者进行治疗时，几何结构不准确。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
员。）

信息
Some values of the selected HU to ED conversion table are outside
plausible ranges.（所选的 HU 到 ED 转换表的某些值超出合理的范围。）

警告
The selected HU to ED conversion table is for acceptance only and must
not be used for any patient treatment.（所选的 HU 到 ED 转换表仅用于验
收，不得用于任何患者治疗。）

警告
The selected HU to ED conversion table is not approved and must not be
used for any patient treatment.（所选的 HU 到 ED 转换表未得到批准，不得
用于任何患者治疗。）

警告
The machine profile was not validated by Brainlab. Treatment is not
possible.（机器数据资料尚未经过 Brainlab 验证。不能进行治疗。）

警告

The active machine profile loaded from the current plan is not contai‐
ned in the list of installed machine profiles. The profile may be out‐
dated or from an external source. Verify.（从当前计划中加载的活动机器数
据资料不包含在已安装机器数据资料的列表中。数据资料可能过时或来自外部来
源。请进行验证。）

错误
The isocenter coordinate is not inside the patient's tissue.（等中心坐
标不在患者组织内。）

信息
Unsupported dose rat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剂量率不受支持。请联
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警告
The active machine profile is not approved.（激活的机器数据资料未获得批
准。）

警告
The active machine profile and its beam data are not approved.（激活的
机器数据资料及其射束数据未获得批准。）

警告
The beam data of the active machine profile is not approved.（激活的机
器数据资料的射束数据未获得批准。）

警告
The active machine profile is for 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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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The isocenter coordinate [coordinate name] is not assigned the prefix
[coordinate prefix].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等中心坐标 [坐标名称]
未指定前  [坐标前 ]。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警告
The treatment group [group name] is not assigned the prefix [coordinate
prefix].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治疗组 [组名称] 未指定前  [坐标前
]。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错误
The isocenter coordinate name [coordinate name] is either not unique or
too long.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等中心坐标名称 [坐标名称] 非唯一或
过长。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警告

The treatment group [group name] uses the identifier [identifier name].
This is also used by a non-related isocenter coordinate.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治疗组 [组名称] 采用标识符 [标识符名称]。这也被某个
不相关的等中心坐标所采用。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打印输出中的消息（信号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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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The treatment group [group names] and its isocenter coordinate [coor‐
dinate name] are each identified by a different number. The same number
should be used where possible. If several treatment groups are assigned
to the same isocenter coordinate, unique alphanumeric identifiers
should be used.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治疗组 [组名称] 及其等中心坐
标 [坐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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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
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信息
Element order and gantry rotation direction might be improved for
treatment.（元素顺序和机架旋转方向可以为治疗加以改进。）

信息 The plan contains closed fields (MLC).（计划包含闭合的射野 [MLC]。）

信息
The isocenter is blocked (MLC). Please verify.（等中心被阻挡 (MLC)。请
进行验证。）

信息 The plan contains closed fields (jaws).（计划包含闭合的射野 [铅门]。）

信息
The isocenter is blocked (jaws). Please verify.（等中心被阻挡（铅门）。
请进行验证。）

警告
The jaw positions expose the MLC carriage box. Contact Brainlab sup‐
port.（铅门位置暴露 MLC 载台。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员。）

警告
The jaws are overlapping the MLC field. Please verify.（铅门与 MLC 射野
发生重叠。请进行验证。）

警告
The planned leaf gap of at least one closed leaf pair is not covered by
the jaws. Please check your plan carefully.（至少一个封闭叶片对的计划叶
片缝隙未被铅门覆盖。请认真检查您的计划。）

信息

The planned leaf gap of at least one closed leaf pair is within a 2 mm
range of the jaw edge and might not be covered by the jaws during de‐
livery. Please check your plan carefully.（至少一个封闭叶片对的计划叶片
缝隙在铅门边缘 2 毫米的范围内，在治疗实施期间可能不会被铅门覆盖。请认真
检查您的计划。）

警告
The minimum field extension is smaller than four times the [grid reso‐
lution value]. Accuracy of dose calculations may be limited.（ 小射野
延伸范围小于 [网格分辨率值] 的四倍。剂量计算的精确性可能受限。）

警告
The minimum field extension is smaller than four times the dose grid
resolution. Dose calculation accuracy may be limited.（ 小射野延伸范围
小于剂量网格分辨率的四倍。剂量计算的精确性可能受限。）

警告
The maximum beamlet size is smaller than the [grid resolution value].
Dose calculation accuracy may be limited.（ 大子束尺寸小于 [网格分辨率
值]。剂量计算的精确性可能受限。）

警告
The planned leaf gap of at least one closed leaf pair is not covered by
the jaws. Please check your plan carefully.（至少一个封闭叶片对的计划叶
片缝隙未被铅门覆盖。请认真检查您的计划。）

信息

The planned leaf gap of at least one closed leaf pair is within a 2 mm
range of the jaw edge and might not be covered by the jaws during de‐
livery. Please check your plan carefully.（至少一个封闭叶片对的计划叶片
缝隙在铅门边缘 2 毫米的范围内，在治疗实施期间可能不会被铅门覆盖。请认真
检查您的计划。）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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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For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fields of the arc:（对于大量弧射野：）

• The minimum field extension is smaller than four times the [grid re‐
solution value]. Dose calculation accuracy may be limited.（ 小射野
延伸范围小于 [网格分辨率值] 的四倍。剂量计算的精确性可能受限。）

• The minimum field extension is smaller than four times the dose grid
resolution. Dose calculation accuracy may be limited.（ 小射野延伸范
围小于剂量网格分辨率的四倍。剂量计算的精确性可能受限。）

• The planned leaf gap of at least one closed leaf pair is not covered
by the jaws. Please check your plan carefully.（至少一个封闭叶片对的
计划叶片缝隙未被铅门覆盖。请认真检查您的计划。）

• The planned leaf gap of at least one closed leaf 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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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个封闭叶片对的计划
叶片缝隙在铅门边缘 2 毫米的范围内，在治疗实施期间可能不会被铅门覆盖。
请认真检查您的计划。）

警告
The equivalent field size is outside the range of measured field sizes:
（等效射野大小在测量的射野大小范围之外：）

警告

For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fields of the arc, the equivalent field
size is outside the range of measured field sizes:（大量弧射野的等效射
野大小超出测量的射野大小范围：）

• it is smaller than the depth dose field size range（小于深度剂量射野
大小范围）

• it is larger than the depth dose field size range（大于深度剂量射野大
小范围）

• it is smaller than the scatter jaw-field size range（小于散射铅门射野
大小范围）

• it is larger than the scatter jaw-field size range（大于散射铅门射野
大小范围）

• it is smaller than the scatter MLC-field size range（小于散射 MLC 射
野大小范围）

• it is larger than the scatter MLC-field size range（大于散射 MLC 射野
大小范围）

警告

Insufficient scatter table data for jaw field size [field size] mm: the
value for MLC field size [field size] mm should be measured and not be
copied. See the Brainlab Physics Technical Reference Guide for more
details.（铅门射野大小 [射野大小] 毫米的散射表数据不足：应测量但不应复
制 MLC 射野大小 [射野大小] 毫米的值。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Brainlab 物理原
理技术参考指南。）

信息
Application is in RESEARCH mode. Export is not possible.（应用程序处于
RESEARCH 模式。无法执行导出。）

信息

This treatment plan has image sets containing standardized uptake va‐
lues (SUV). The displayed SUV can vary depending on the manufacturer of
the PET scanner. Always compare the displayed values with the SUV ob‐
tained directly at the scanner before using them.（此治疗计划中的影像集
包含标准摄入值 (SUV)。所显示的 SUV 可能因 PET 影像扫描设备的制造商而
异。请务必比较所显示的值与在影像扫描设备上直接获取的 SUV，然后再使用它
们。）

警告
This data must only be used for commissioning and plan comparison and
not for creating clinical treatment plans. Export is not possible.（此
数据仅应用于调试和计划比较，而不能用于创建临床治疗计划。无法导出。）

警告

The dose was recalculated at startup because the loaded plan was saved
using a different application. The dose might deviate slightly from the
original plan.（启动时已重新计算了剂量，因为加载的计划是用不同的应用程
序保存的。剂量可能与原计划略有偏差。）

打印输出中的消息（信号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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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
Gantry lower angle [gantry lower angle]°of Arc Plane [arc name] is
greater than gantry upper angle [gantry upper angle]°.（弧平面 [弧名
称] 的机架下角 [机架下角]°大于机架上角 [机架上角]°。）

错误

Gantry angles [gantry lower angle]° - [gantry upper angle]° of Arc
Plane [arc name] do not have the required minimal arc span of [arc
span]°.（机架角度 [机架下角]°- 弧平面 [弧名称] 的 [机架上角]°不具有
[弧跨度]°所需的 小弧跨度。）

错误
Table angle [table angle]°of Arc Plane [arc name]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selected machine profile.（弧平面 [弧名称] 的治疗床角度 [治疗床角
度]°与所选的机器数据资料不兼容。）

错误

Gantry angles [gantry lower angle]° - [gantry upper angle° of Arc
Plane [arc name]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selected machine profile.
（弧平面 [弧名称] 的机架角度 [机架下角]°- [机架上角]°与所选机器数据资
料不相容。）

错误
Collimator angle [collimator angle]°of Arc Plane [arc name] is incom‐
patible with the selected machine profile.（弧平面 [弧名称] 的准直器角
度 [准直器角度]°与所选的机器数据资料不兼容。）

错误
Duplicate arc plane definitions for the table angle(s) [table angles].
（治疗床角度 [治疗床角度] 的重复弧平面定义。）

错误
Coplanar arc plane definitions for the table angle(s) [table angles].
（治疗床角度 [治疗床角度] 的共面弧平面定义。）

错误
The boost’s Tolerated Coverage Volume [volume]% is greater than the
Desired Coverage Volume [volume]%.（补量的耐受覆盖体积 [体积]% 大于所需
覆盖体积 [体积]%。）

错误
The boost’s maximum dose constraint [dose] Gy is less than the presc‐
ription dose [dose] Gy.（补量的 大处方剂量限制 [剂量] Gy 小于处方剂量
[剂量] Gy。）

错误
The boost's prescription dose constraint [dose] Gy is less than the
target's prescription dose [dose] Gy.（补量的处方剂量限制 [剂量] Gy 小
于目标的处方剂量 [剂量] Gy。）

错误
SRS prescription is selected for the boost, but no maximum dose const‐
raint is set.（选择 SRS 处方用于补量，但不设置 大剂量限制。）

IDL prescription [current IDL]% is outside of allowed range of [minimum
IDL]% - [maximum IDL]%.（IDL 处方 [当前 IDL]% 处于 [ 小 IDL]% - [ 大
IDL]% 的允许范围外。）

错误
The clinical protocol has unsupported version [version number].（临床方
案的 [版本号] 版本不受支持。）

信息
[clinical indication] [protocol name] is from a previous application
version: [protocol name].（[临床适应症] [方案名称] 来自上一应用程序版
本：[方案名称]。）

错误
The most important OAR [oar name] is not part of the OAR Constraints
list.（ 重要的 OAR [oar 名称] 不是 OAR 限制列表的一部分。）

错误
Constraint #[number] of OAR [OAR name]: relative volume is out of ran‐
ge: [volume]%.（OAR [OAR 名称] 的 #[数量] 受限：相对体积超出范围：[体
积]%。）

警告

The current treatment plan contains objects that are either not menti‐
oned in the protocol or are being ignored because they have the wrong
role/type. These objects will not be taken into account during optimi‐
zation.（当前治疗计划包含方案中未提及或因为角色/类型错误而被忽略的对
象。优化期间将不会考虑这些对象。）

Names of ignored objects:（忽略对象的名称：）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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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The protocol contains object types that are not available for the cur‐
rent treatment plan. These object types will not be taken into account
during optimization.（方案包含不可用于当前治疗计划的对象类型。优化期间
将不会考虑这些对象类型。）

Missing types:（缺失的类型：）

警告
The following dose lines are above the prescription dose of [dose] Gy
and will not be displayed: [hidden dose lines].（以下剂量线高于 [剂量]
Gy 的处方剂量，将不会显示：[隐藏的剂量线]。）

错误
The Tolerated Coverage Volume [volume]% is greater than the Desired
Coverage Volume [volume]%.（耐受覆盖体积 [体积]% 大于所需覆盖体积 [体
积]%。）

错误
The maximum prescribed dose constraint [dose] Gy is less than the
prescription dose [dose] Gy.（ 大处方剂量限制 [剂量] Gy 小于处方剂量
[剂量] Gy。）

错误
SRS prescription is selected, but no maximum dose constraint is set.
（选择了 SRS 处方，但未设置 大剂量限制。）

警告
The selected clinical protocol is for Machine QA only. Not for clinical
use.（选中的临床方案仅用于 Machine QA。不能用于临床。）

警告
The selected clinical protocol is provided for Machine QA demo purposes
only. Not for clinical use.（选中的临床方案仅用于 Machine QA 演示目的。
不能用于临床。）

警告
The selected clinical protocol is provided for demo purposes only. Not
for clinical use.（选中的临床方案仅用于演示目的。不能用于临床。）

打印输出中的消息（信号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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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信息消息（显示有 i 图标）

消息列表

• Treatment plan was separated by fraction groups and more than one RT Plan was
exported.（治疗计划按分次治疗组分开，且导出的 RT 计划不止一个。）

• Detected regions of the couch top that do not intersect the slice set.
Nonintersecting regions will not be exported.（已检测到治疗床面区域不与切层集相交。
不会导出非相交区域。）

• Contour points were reduced.（轮廓点减少。）

• Structure [object name] was changed for export as it was reconstructed on the
reference image data set.（已更改结构 [对象名称] 以进行导出，因为它在参照影像数据集
上被重建。）

• Structure [object name] could not be exported as it was reconstructed on the
reference image data set and appears to be too small.（无法导出结构 [对象名称]，因为
它在参照影像数据集上被重建且似乎太小。）

• Beam Dose was exported, but one or more beams are split. Thus, the RT Dose object
now references more than one beam.（射束剂量被导出，但一个或多个射束被拆分。因此，RT
剂量对象现在参照多个射束。）

• The RT Dose Volume object does not contain a plan reference, as the plan was
separated and dose export for the entire plan was used.（RT 剂量体积对象不包含计划参
考，因为计划被分开且使用了整个计划的剂量导出。）

• Image modality (XT) not supported.（不支持影像模态 (XT)。）

• DICOM image(s) of modality XT cannot be processed by the current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当前应用程序版本无法处理 XT 模态的 DICOM 影像。）

•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loading.（加载时发生错误。）

• Unsupported data found.（发现不受支持的数据。）

• Unsupported data was found during loading. Review the patient data carefully for
completeness.（加载期间发现不受支持的数据。请仔细审查患者数据的完整性。）

• Plan not valid for this application.（计划对此应用程序无效。）

• This plan has an invalid format.（此计划的格式无效。）

• The format of the plan to load cannot be interpreted.（待加载计划的格式无法判读。）

•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loading.（加载时发生错误。）

• Multiple plans selected.（已选择多个计划。）

• More than one plan is selected for loading. Go back and select only a single plan.
（选择用于加载的计划不止一个。请返回并仅选择一个计划。）

• The external outer Contour [contour name] has been removed.（来自外源的外部轮廓勾画
[轮廓名称] 已被删除。）

• The external outer Contour [contour name] can not be used. It has been removed.（来
自外源的外部轮廓勾画 [轮廓名称] 无法使用，已被删除。）

• Multiple external outer Contours were found. There must be exactly one external
outer Contour. Go back to the Selected Data and check this.（发现多个外源的外部轮廓
勾画。只能有一个外源的外部轮廓勾画。请返回 Selected Data 并进行相应检查。）

• Object [object name] is not fused to any image set. Go back to Smartbrush and Image
Fusion and check this.（对象 [对象名称] 未与任何影像集融合。请返回 Smartbrush 和
Image Fusion 并进行相应检查。）

• Empty object found.（找到空对象。）

• Empty objects found.（找到空对象。）

• The object [object name] is empty. Outline the object correctly or remove it from
the selection.（对象 [对象名称] 为空。请正确勾画出对象轮廓或从选择中将其删除。）

• The following objects are empty: [object names]. Outline the objects correctly or
remove them from the selection.（下列对象为空：[对象名称]。请正确勾画出对象轮廓或从
选择中将它们删除。）

• The image set of object [object name] is not loaded. Go back to the Selected Data
and check this.（未加载对象 [对象名称] 的影像集。请返回 Selected Data 并进行相应检
查。）

• Multiple objects are named identically.（多个对象的名称相同。）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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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nd more than one object with the name [object name]. The objects' names must be
unique. Go back to the Selected Data and check this.（发现多个名称为 [对象名称] 的对
象。对象名称必须是唯一的。请返回 Selected Data 并进行相应检查。）

• The following objects have identical names: [object names] The objects' names must
be unique. Go back to the Selected Data and check this.（下列对象具有相同的名称：[对
象名称]。对象名称必须是唯一的。请返回 Selected Data 并进行相应检查。）

• The planning CT is deformed. It must not be deformed. Go back to the Selected Data
and check this.（计划 CT 变形，这种情况不应出现。请返回 Selected Data 并进行相应检
查。）

• The planning CT is localized. It must not be localized. Go back to the Selected Data
and check this.（计划的 CT 已定位。不得将其定位。请返回 Selected Data 并进行相应检
查。）

• The planning image set is not of modality CT. It must be a CT image set. Go back to
the Selected Data and check this.（计划影像集不是 CT 模态影像。其必须为 CT 影像集。
请返回 Selected Data 并进行相应检查。）

• The planning CT is not a supine image. Only supine images are supported. Go back to
the Selected Data and check this.（计划 CT 并非仰卧位影像。仅支持仰卧位影像。请返回
Selected Data 并进行相应检查。）

• The planning CT is not a head first image set. Only head first images are supported.
Go back to the Selected Data and check this.（计划 CT 并非头先进影像集。仅支持头先进
影像。请返回 Selected Data 并进行相应检查。）

• The planning CT is a Cone Beam CT. This could lead to dose calculations being
significantly off and is therefore not allowed. Go back to the Selected Data and
check this.（计划 CT 为 Cone Beam CT。这可能会导致剂量计算明显偏离，因此不被允许。请
返回 Selected Data 并进行相应检查。）

• The planning CT contains tilted image slices. Tilted image slices are not allowed.
Go back to the Selected Data and check this.（计划 CT 包含倾斜的影像切层。不允许使用
倾斜的影像切层。请返回 Selected Data 并进行相应检查。）

• The planning CT has [number] slices. A maximum number of [number] slices is
supported. Go back to the Selected Data and check this.（计划 CT 具有 [切层数] 个切
层。 多支持 [切层数] 个切层。请返回 Selected Data 并进行相应检查。）

• Multiple image sets with modality CT were found. There must be exactly one image
dataset with modality CT. Go back to the Selected Data and check this.（发现多个用
CT 模态扫描的影像集。只能有一个用 CT 模态扫描的影像数据集。请返回 Selected Data 并进
行相应检查。）

• No image set with modality CT was found. There must be exactly one image dataset
with modality CT. Go back to the Selected Data and check this.（未发现用 CT 模态扫描
的影像集。只能有一个用 CT 模态扫描的影像数据集。请返回 Selected Data 并进行相应检
查。）

• Not all image sets are fused. Go back to the Selected Data and check this.（并未融合
所有影像集。请返回 Selected Data 并进行相应检查。）

• Object [object name] is set to invisible.（对象 [对象名称] 被设置为不可见。）

• Volume of object(s) too small.（对象体积过小。）

• The following objects were found to be too small: [object names] Only objects with
volume bigger than [volume] mm³ are allowed. Go back to the Selected Data and check
this.（发现以下对象太小：[对象名称]。仅允许体积大于 [体积] 立方毫米的对象。请返回
Selected Data 并进行相应检查。）

• There were unspecified problems during import.（导入期间发生未指明的问题。）

• Could not save plan. Contact Brainlab support.（无法保存计划。请联系 Brainlab 支持人
员。）

• Loaded plan from an older version.（加载了较早版本的计划。）

• The loaded plan was created with a previous software version. Optimization, saving
and export are disabled. To start a new optimization, select a different clinical
protocol.（加载的计划是用较早软件版本创建的。无法进行优化、保存和导出。要进行新的优
化，请选择另一个临床方案。）

• The license for this application has expired. Optimization, saving and export are
disabled.（此应用程序的许可证已经过期。优化、保存和导出已禁用。）

• The license for this application has expired but no plan was loaded. The application
cannot continue.（此应用程序的许可证已经过期，但尚未加载计划。应用程序无法继续。）

信息消息（显示有 i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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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ed to calculate the tissue model. Check the logfile for details.（无法计算组织模
型。请查看日志文件获得详细信息。）

• The dose was recalculated.（剂量已重新计算。）

• The dose was recalculated at startup because the loaded plan was saved using an
older software version. The dose might deviate slightly from the original plan.（启
动时已重新计算了剂量，因为加载的计划是使用较早软件版本保存的。剂量可能与原计划略有偏
差。）

• Multiple image sets were found. There must be exactly one image dataset with
modality CT. Go back to the Selected Data and check this.（发现多个影像集。只能有一
个用 CT 模态扫描的影像数据集。请返回 Selected Data 并进行相应检查。）

• The data is not compatible with [application mode]: they were written by an
unsupported application.（数据与 [应用程序模式] 不兼容：这些数据是由一个不受支持的应
用程序编写的。）

• Compartment for Phantom Definition Plans [compartment ID] doesn't seem to be
configured at connected DicomProxy (or not at all configured upstream DicomProxies).
Please have Brainlab Support check configuration of your DicomProxy.（已连接
DicomProxy 上似乎未配置 Phantom Definition Plans 的分隔区 [分隔区 ID]（或者根本没有
配置上游 DicomProxy）。请让 Brainlab 支持人员检查您的 DicomProxy 配置。）

• Loading data without a plan is not supported in [application mode].（[应用程序模式]
不支持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加载数据。）

• Transferring phantom data to treated patient failed. See logfile for details.（将体
模数据传输至已治疗患者失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日志文件。）

• Dose for the plan is being calculated using PencilBeam. Due to the small size of the
PTVs the plan likely defines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small fields (of 10 mm equiv.
square fields size or smaller).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Monte Carlo instead for
dose calculation of such small fields in order to have decent accuracy of
calculation results.（正使用 PencilBeam 计算计划剂量。由于 PTV 的尺寸较小，计划很可
能定义大量的小射野（射野大小相当于 10 平方毫米或更小）。建议使用 Monte Carlo 计算此
类小射野的剂量，以确保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 Dose calculation is based on special set: Contrast CT.（剂量计算基于特殊设定：增强
CT 扫描。）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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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消息（显示有 i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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