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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 动态非晶硒成像系统和非晶硅DR 在

泌尿系造影中的成像质景以 及X 线输出剂械。 方法：

分别用动态非晶硒成像系统和非晶硅DR行 泌尿系造

影各100例，按照评价标准分析比较两组照片显示率及

曝光条件的差异(mAs)。结果：两组静脉肾盂造影照

片显示通过比较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而在

逆行造影照片有统计学意义(p<0.01)，即在泌尿系逆行

造影中动态非晶硒成像系统的影像表现、 图像观察效

果 优千非晶硅DR。结论在泌尿系 数字化X线摄影中，

动态非晶硒成像系统在泌尿系特殊造影中有一定的优

势。两种X线摄影系统在X线输出篮上无 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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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X线摄影DR( Digital Radiography)，其核心

部件是平板探测器，目前主流平板探测器可分直接转换

型非品硒和间接转换型非品硅探两种， 从功能来分具

有动态刷新和 静态两种探测器， 本文就以上两种探测

器在泌尿系摄影中的性能进行比较 。

1 、 材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从近期我院静脉肾盂 和逆行造影等泌尿系造影病

例中选取 2 00 例分别作不同数字化设备检查。非晶硅

DR、非品硒成像系统各100例，其中静脉肾盂造影60

例，逆行肾盂造影25例，逆行膀胱造影 15例。 所选患

者中男性 12 5例，女75例， 平均年龄45.7岁。经各自设

备图像后处理软件简单处理 ， 通过网络传输到诊断工

作站进行软阅片。

1.2器材：

数字X线摄影系统 2 套：Philipsdigital Diagnost 

双板 DR, 采用非品硅平板探测器， 有效探测区域

17in*l7in,像素 3K*3K, 像素点大小 143 微米。岛津

Son ialvision Safire II型 动态大平板数字多功能X光机 ，

采用动态非品硒 平板探测器， 有效探测区域17in*l7in,

像素3K*3K, 像素点大小143微米。 校正设备：kV表

和mA表，标准CT腹部水模。

1.3方法：

1.3.l机器性能检测：

在以上两种数字X线摄影系统上 分别用80千伏，

90千伏对水校进行 曝光，用kV表和mA表测量，对机

器性能进行 检测 。

1.3.2摄影方法：

按照 泌尿系摄影操作常规进行摄影， 焦片距均为

110cm,采用固定千伏技术( 80Kv), AEC自动曝光，记

录每 一次的实际mAs。

1.3.3评价方法：

影像质扯评价方法 ，两种探测器使用 自动曝光控制

技术 ，曝光后得到的数据传送到PACS 上 进行 图像质桩

评价， 所有在工作站上 显示 的图像都隐去了系统信息，

并对所有显示器进行灰度及亮度校正。根据欧洲共同

体组织影像质量标准中泌尿系 X线摄影的影像标准要

求，按照部位细分进行 评价，由 2名主治医师、2名副主

任医师和 1名主管技师对 2 00例640张 图像（静脉肾

盂造影 4张片，逆行肾盂造影和逆行膀胱造影各2 张

片）。采用双盲法评定，每例按6项进行统计评定 甲、乙、

丙级片及废片。没有缺点为甲级片、2 项缺点为乙级片，

3项缺点为丙级片，4项或以上 缺点为废片。 泌尿系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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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以1套为评价标准）细微结构的显示情况按不显

示、显示、清晰显示3个等级进行评价，在评价肾实质

和输尿管时如一侧不显影就作不显示评价。

1.3.4统计学处理：

用SPS统计学软件，两组显示率比较用X检验。

2 、 结果

2.1一般资料在以上两种数字X线摄影系统上
分别用80千伏 ， 90千伏对水模进行曝光 ， 用kV
表和mA表测量 ， 对机器性能进行检测 ， 结果
见表l。其数据进行t检验 ， p>0.05，两种X线摄
影系统在X线输出量上无显著性差异。

表1两种DR摄影系统X线输出械比较(uGY)

表3 两组DR对泌尿系结构的显示情况比较

显示结构 非品硅 非晶硒（动态） 卡方值

不显示 显示 清晰显示 不显示 显示 清晰显示

肾实质 5 40 15 4 44 12 

输尿管 6 39 15 5 40 15 

膀胱 。 43 17 。 42 18 

重要影像细节 0 42 18 。 40 20 

双肾轮廊显示 0 39 21 。 38 22 

腰肌轮廊可见 0 37 23 。 42 18 

肾实质（逆行） 。 12 13 。 5 20 

输尿管（逆行） 。 11 14 。 4 21 

膀胱（逆行） 。 26 14 。 10 30 

80kV 90kV 

组别 n lOmAs 30mAs 20mAs 40mAs 

非品硅10 264.04士2.02 847.14士6.45 696.45士5.23 1393.52士2.54

非品硒10 264.84土2.62 847.14士7.45 695.12士2.23 1392.32士3.24

t 

p 

2.2非晶硒和非晶硅探测器DR所摄的200例泌
尿系图 像质量见表1,其数据进行t检验 ，

p>0.05，二组泌尿系片的甲乙 、 丙片及废片差
异无显著性意义。

表lDR影像质晕等级片的 评定结果

组别 n 甲级片 乙级片 丙级片 废片

非晶硅320 165 

非晶硒320 173 

121 

129 

30 

15 

4

3

 

2.3对泌尿系细微结构的显示 ， 经SPSS软件包
X检验 ， p>0.05 ， 非晶硅和非晶硒图像的质量差
异也无显著性意义 ， 而在逆行造影非晶硅和非
晶硒图像的质呈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表4)

图1在两种不同探测器成像设备下的逆行泌尿系造影图像比较

图lA，在非品硅DR下行逆行造影时显示肾盂、肾盏和输

尿管充盈过度，而膀胱充盈欠佳。

图1B，在动态非品硒下行逆行造影时显示肾盂、肾盏、输

尿管和膀胱充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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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讨论

本文两组病例在不同探测器成像系统 上摄影进行

对比研究，考虑到二种设备X线输出剂景的差异性，首

先对二种设备进行剂械检测， 通过 两者的 X线输出剂

簸比较显示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从两者成像原理来分析， 非晶硒直接把X线转换

成电信号，没有漫射效应。而硅板是将X线通过礁化绝

荧光作用转换成可见光， 再通过光电效应转换成电信

号， 提高了篮子检测效率，但增加了一个荧光漫射作用，

给影像的解析力造成影响，虽然非晶硅采用了针状礁化

绝晶体作为闪烁材料，而针状晶体的光导作用能有效地

防止了荧光漫射，但是漫射不会全部消失，只是减少到

最低限度[2,3]。因此从成像原理上说， 非晶硒应该比非

晶硅成像清楚。但在实际对比当中两组静脉肾盂造影影

像的细节表现方面， 两者的影像清晰度并没有明显差

别， 原因在千非品硅有较高的矗子检出率， 因而有更高

的信噪比输出，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荧光漫射效益[4]。

在逆行造影方面， 动态非晶硒成像设备能实时观

察影像，随时根据对比剂注射量进行抓拍，尤其是全尿

路造影时可避免因对比剂注入过多而造成肾盂充盈过

度， 影响局部细节的观察。而在非晶硅DR由千不能实

时进行观察往往会造成肾盂肾盏充盈不足或过度的情

况， 如图 1所示 。另外动态非晶硒成像设备可通过改变

床竖立角度全方面多体位观察 泌尿系的影像，为影像诊

断和临床治疗提供安全的保障 [5]。因此、 动态非晶硒

DR 泌尿系的影像明显优千非晶硅。

虽然数字X线摄影后在儿秒钟内就可以预览影像，

需要重拍的影像能立即处理， 但是在 200例造影照片

中还是有废片发生，主要是患者检查前没有做好肠道清

洁准备， 照片上表现肠道气体和粪便伪影较多而导致废

片。本文 200例 泌尿系影像评审的结果显示 甲级片占

50%，超过了三甲医院的甲级片的标准[6]。

在实际工作中， 应根据 不同患者的具体病情及临床

诊疗需求，选择最为适合的成像设备， 在条件允许的悄

况下，对 逆行、膀胱、尿道等泌尿系造影，以及在顺行造

影中发现肾孟肾盏和输尿管显影不良的患者，应尽屈采

用动态非品硒DR成像系统进行检查，能有效实现

实时、动态、 多方位的观察效果，为疾病 诊断提供有效

的保障。另外， 同时要嘱咐病人做好 检查前 的各种准

备，加强检查医师工作责任性， 对肠道伪影较多的病人

需重新准备再行造影， 因此， 选择最为适合的检查方

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数字化影像设备提高检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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