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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windows 桌面版功能说明

iMAGES windows 桌面版客户端是提供放射科医生使用的专业的图像处理

和分析软件，主要提供了二维、三维、血管分析、肺结节、弥散张量成像、PET-CT

图像融合、灌注成像、胶片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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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二维功能使用说明

Windows 桌面版客户端入口:

通过病人信息列表界面打开影像按钮调用客户端，进入客户端二维，通过二维进

入三维、胶片打印应用界面。

二维界面默认分为三大区域：左侧功能区、顶部信息工具栏和视图显示区，如图：

1. 左侧功能区

包含以下功能：返回、复位、基本功能、窗宽窗位、图像测量、视窗布局、工具、

导出、高级功能、发现、打印。

1.1 返回

点击返回，客户端最小化，返回到病人信息列表界面。

1.2 复位

1.2.1 复位子面板

左键长按复位，打开复位子面板，包含 3 个复位项：测量、内容、位置；3 个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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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源：当前视图、当前序列、当前病例。如图：

1.2.2 复位功能

1.2.2.1 复位项选择

点击可选择或取消复位项，复位项可多选。

1.2.2.2 复位项内容说明

测量：测距、测角、测面积、注释、箭头、心胸比。

内容：缩放、旋转、镜像、反色、平滑、锐化、和弦等改变图像的操作。

位置：平移。

1.2.2.3 复位源选择

点击可选择复位源，复位源有且只能选择一个。

1.2.2.4 复位源说明

当前视图：当前激活的视图；

当前序列：当前图像所在的序列；

全病例：当前图像的所有序列。

1.2.2.5 复位操作

点击复位按钮，视图区所有图像会根据所选择的复位源和复位项执行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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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本功能

点击基本功能，打开基本功能子面板，如图：

1.3.1 基本功能

包含 X2 放大镜、X5 放大镜、自定义放大镜、探针、局部放大。

(1) 放大镜

选择放大镜倍数，在图像上操作，执行放大镜功能，鼠标滚轮可调节放大镜倍数。

选择自定义后，可使用鼠标滚轮调整放大倍数，定义常用的放大镜倍数。

(2) 探针

选择探针，在图像上操作，显示当前位置以及相邻像素的探针值。

(3) 局部放大

选择局部放大，在图像上操作，执行局部放大功能。左键点击，图像恢复原始大

小。

1.4 窗宽窗位

窗宽窗位预设适用于 CT 类影像。点击窗宽窗位，打开窗宽窗位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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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选择窗宽窗位预设

点击某一预设窗口，视图区图像发生相应变化。

1.4.2 添加窗宽窗位预设

点击添加按钮，新增一个窗宽窗位预设，修改对应信息后保存。

1.4.3 删除窗宽窗位预设

右键点击某一预设窗口，弹出编辑和删除按钮，点击删除按钮，该预设窗口被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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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1.4.4 编辑窗宽窗位预设

右键点击某一预设窗口，弹出编辑和删除按钮，点击编辑按钮，当前预设窗口处

于编辑状态，可以修改名称和窗宽窗位值。

1.4.5 调整窗宽窗位预设位置

左键长按某一预设窗口，拖动到需要调整的位置，释放鼠标。

1.5 图像测量

点击测量，打开测量子面板，如图：

测量子面板包含以下操作：测距、测角、面积测量、箭头、注释和心胸比。

1.5.1 测距

测距包含：直线、曲线、折线。

选择测距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曲线和折线通过右键结束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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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1.5.2 角度测量

选择测角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1.5.3 面积测量

面积测量包含：三角、正方形、矩形、圆、椭圆、多边形和手绘。

选择面积测量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多边形和手绘通过 Ctrl+

左键来添加或删除节点。

1.5.4 箭头

选择箭头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1.5.5 注释

选择注释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1.5.6 心胸比

选择心胸比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1.6 视窗布局

点击视图布局，打开视窗布局子面板，包含常规布局、自定义布局，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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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默认布局设置

鼠标点击布局右下角按钮，点击设为默认，对应布局会出现默认布局标识。

1.6.2 常规布局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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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需要设置的常规布局按钮，视图区布局切换为对应布局。

1.6.3 常规布局的拖动

长按任一常规布局，上下拖动，可以将不显示的布局显示出来。

1.6.4 自定义布局的应用

鼠标在自定义布局上拖动，绘制出需要切换的布局后点击左键，视图区布局切换

为绘制的布局。

1.7 工具

常用的工具有旋转、镜像、反色。针对不同设备的影像，工具中功能的高级功能

也会有差异。高级功能有平滑、锐化、和弦、设置掩膜、多帧减影、多图减影、

播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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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旋转

(1) 顺时针 90°旋转

点击顺时针 90°按钮，当前序列图像按顺时针方向旋转 90°。

(2) 逆时针 90°旋转

点击逆时针 90°按钮，当前序列图像按逆时针方向旋转 90°。

(3) 顺时针 180°旋转

点击顺时针 180°按钮，当前序列图像按顺时针方向旋转 180°。

1.7.2 镜像

(1) 左右镜像

点击左右镜像按钮，当前序列图像左右镜像变化。

(2) 上下镜像

点击上下镜像按钮，当前序列图像上下镜像变化。

1.7.3 反色

点击反色按钮，当前序列图像变为反色效果。

1.7.4 锐化

点击不同的锐化等级按钮，当前序列图像发生对应锐化程度的变化。

1.7.5 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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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不同的平滑等级按钮，当前序列图像发生对应平滑程度的变化。

1.7.6 和弦

点击不同的和弦等级按钮，当前序列图像发生对应和弦程度的变化。

1.7.7 多帧减影

点击多帧减影按钮后，当前多帧图像执行减影。

1.7.8 设置掩膜

点击设置掩膜按钮后，当前图像会出现掩膜标识。

1.7.9 多图减影

设置掩膜之后，可进行多图减影的影像，工具中出现多图减影按钮。点击多图减

影，对应图像执行多图减影。

1.7.10 播放

点击播放，MR 图像会出现播放工具条，点击工具条上对应功能按钮，进行影像

播放相关操作。

1.8 导出

点击导出，打开导出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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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以下操作：导出到本地、导出到报告、导出到打印。

1.8.1 导出到本地

点击导出到本地，打开导出到本地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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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4 个导出格式和 6 个导出源，结合导出格式和导出源，可将图像导出到本

地。

1.8.2 导出到报告

点击导出到报告，打开导出到报告子面板，如图：

包含 2 个导出源，选择某一个导出源，对应的图像添加到报告中。

1.8.3 导出到打印

点击导出到打印，打开导出到打印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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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6 个导出源， 选择某一个导出源，对应的图像添加到打印中。

1.9 发现

点击发现打开发现子面板。如图：

子面板内设置高级功能为默认，在左侧工具栏高级功能处显示，高级功能仅适用

于 CT 影像，MR、XA 仅支持 3D 功能，其他设备无高级功能。部分高级功能需

要配置相应的权限才可以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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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3D

点击 3D，跳转到 3D 应用界面。

1.9.2 全肺分析

点击全肺分析，跳转到全肺分析应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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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冠脉分析

点击冠脉分析，跳转到冠脉分析应用界面。

1.9.4 钙化分析

点击钙化分析，跳转到钙化分析应用界面。

1.9.5 去骨

点击去骨，弹出对去骨序列选择框，选择对应的序列，进入去骨应用界面。

1.9.6 融合

点击融合，弹出融合序列选择框，选择对应的序列，进入融合应用界面。

1.9.7 肺结节

点击肺结节，跳转到肺结节应用界面。

1.9.8 设置默认

左键点击某一高级功能右下角设为默认按钮，可设置为默认。设置为默认后在左

侧主工具面板高级功能处显示。

1.10 打印

点击打印按钮，跳转至打印应用界面。

2. 顶部信息工具栏

2.1 序列列表

序列列表中显示当前病例的所有序列信息，点击序列列表，可以打开/关闭序列

列表，序列列表如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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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切换序列

图像模式下，点击需要切换的序列，序列高亮显示，视图区显示为对应的序列图

像。

2.1.2 切换 study

打开多个病人时，点击序列列表的 Study 切换按钮，切换不同的 Study,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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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添加序列图像到打印

点击序列列表上序列图像上的打印按钮，将该序列添加到胶片打印中。

2.1.4 序列的拖动

长按序列列表上的序列，拖动到视图区，view 区切换到对比模式。

2.2 设置

点击设置，跳转到设置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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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返回

点击返回，退出设置界面。

2.2.2 默认导出路径

点击浏览按钮，选择需要导出的路径。

2.2.3 文件命名规则

选择文件命名规则，导出的图像按照此规则命名。

2.2.4 显示器设置

选择 2D、3D、打印所要显示的显示器，模块根据选择的显示器显示。

2.2.5 图像显示尺寸

选择不同的显示尺寸，二维图像根据选择的尺寸显示。

2.2.6 显示模糊图

选择显示模糊图后，二维图像会显示模糊图像。

2.2.7 插值模式

选择插值模式后，操作图像时使用双线性差值，在鼠标抬起时使用三线性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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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导航窗

选择导航窗后，X 光数据二维图像右下角显示导航窗口。

2.2.9 显示设置

选择所要设置的数据类型。

2.2.9.1 图像模式设置

选择图像模式或对比模式，二维图像根据选择的模式显示。

2.2.9.2 跨序列翻页

选择跨序列翻页后，二维图像可跨序列进行翻页。

2.2.9.3 默认同步

选择默认同步后，二维图像在对比模式下默认激活同步功能。

2.2.9.4 报告添加图像

选择截图模式或原始图像，添加到报告的图像根据选择添加。

2.2.9.5 添加 Dicom 信息

选择视图大小，将右侧 Dicom 信息拖动到对应区域，当前信息被添加。

2.2.9.6 删除 Dicom 信息

选择视图大小，在窗口上右键点击，删除 Dicom 信息。

2.2.10 保存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当前设置。

2.2.11 恢复默认

点击恢复默认按钮，所有设置项恢复为默认值。

2.3 最小化

点击最小化按钮，程序最小化显示。



为卓越医疗

21

2.4 关闭

点击关闭按钮，程序关闭。

3. 视图区功能

视图区目前有两个显示模式，图像模式和对比模式。图像模式显示序列列表中激

活序列的图像；对比模式可以显示多个序列的图像，最多能同时显示六个不同的

序列，通过从序列列表中向视图区拖动序列来增加进入对比的序列，具体方式参

照序列列表中的说明。

进入二维界面后，默认进入设置界面所设置的图像类型的模式。视图区显示常用

快捷按钮和 DICOM 信息。

3.1 图像模式

图像模式如图：

3.1.1 标记

点击标记 按钮，标记当前当前图像，具体结合导出使用。

3.1.2 添加图像到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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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打印 按钮，添加当前图像到打印界面。

3.1.3 添加图像到报告

点击报告 按钮，添加当前图像到报告。

3.1.4 编辑窗宽窗位

双击窗宽窗 按钮，进入窗宽窗位编辑状态，可编辑窗宽窗位；

点击视图其他区域保存编辑的窗宽窗位。

3.1.5 翻页

点击激活视图上的翻页 按钮，可以向上、向下翻图页。

3.1.6 快速翻页

长按激活视图上的快速翻页滑块 ，向上、向下拖动，可以快速翻页。

3.2 对比模式

对比模式如图：

3.2.1 切换到图像模式

点击对比模式标题栏上的切换按钮 ，当前序列切换到图像模式。

3.2.2 删除当前对比序列

点击对比模式标题栏上的删除按钮 ，删除当前对比序列。对比模式仅剩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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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时，模式切换到图像模式，显示剩余的序列图像。

3.2.3 标记

同图像模式。

3.2.4 图像添加到打印

同图像模式。

3.2.5 图像添加到报告

同图像模式。

3.2.6 同步

点击同步按钮 ，当前序列激活同步功能，多个激活同步的序列可以同步翻页，

对比诊断。

3.2.7 编辑窗宽窗位

同图像模式。

3.2.8 翻页

同图像模式。

3.2.9 快速翻页

同图像模式。

3.2.10 序列同步操作

按住 Ctrl 选择多个序列，对选中的序列进行相同的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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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维功能使用说明

三维概要说明：

通过二维左侧工具栏高级功能的 3D 按钮可进入对应序列的三维，可进入三维的

数据有 CT、MR 和 XA。与二维一致，三维也默认分为三个区域：左侧功能区、

顶部信息工具栏和视图区，如图：

1. 左侧功能区

包括以下功能：返回、基本功能、容积协议、窗宽窗位预设、测量、视窗布局、

工具、导出、高级功能、发现、打印。

1.1 返回

点击返回，界面返回来源模块。

1.2 复位

1.2.1.1 VR 图像复位子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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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 VR 视图，左键长按复位，打开复位子面板，包含 2 个复位项：内容、位置，

如图：

1.2.1.2 MPR 图像复位子面板

激活 MPR 视图，左键长按复位，打开复位子面板，包含 3 个复位项：测量、内

容、位置，如图：

1.2.2 复位功能

1.2.2.1. 复位项选择

点击可选择或取消复位项，复位项至少选择一项。

1.2.2.2 复位项内容说明

测量：测距、测角、测面积、注释、箭头。

内容：缩放、旋转、容积、手术刀、协议、窗宽窗位、密度、层厚。

位置：平移。

1.2.2.3 复位操作

点击复位按钮，视图区激活的图像执行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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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基本功能

1.3.1 容积图像基本功能

激活 VR 容积图像，点击基本功能，打开基本功能子面板，如图：

1.3.1.1 基本功能

包含：容积窗、手术刀。

(1) 容积窗

点击容积窗，在图像上操作，图像容积相应变化。

(2) 手术刀

点击手术刀，在图像上操作，执行手术刀功能。

1.3.2 MPR 图像基本功能

激活容积图像，点击基本功能，打开基本功能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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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基本功能

包含 X2 放大镜、X5 放大镜、自定义放大镜、探针、局部放大、体旋转。

(1) 放大镜

选择放大镜倍数，在图像上操作，执行放大镜功能，鼠标滚轮可调节放大镜倍数。

选择自定义后，可使用鼠标滚轮调整放大倍数，定义常用的放大镜倍数。

(2) 探针

选择探针，在图像上操作，显示当前位置以及相邻像素的探针值。

(3) 局部放大

选择局部放大，在图像上操作，执行局部放大功能。左键点击，图像恢复原始大

小。

(4)体旋转

选择体旋转，在图像上操作，执行体旋转功能。

1.4 容积协议

激活容积图像，点击容积协议，打开容积协议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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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应用容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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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某一个容积协议窗口，视图区图像的容积相应变化。

1.4.2 设置默认容积协议

左键点击某一个容积协议窗口右下角设为默认按钮，该容积协议为默认协议。

1.5 窗宽窗位

激活 MPR 图像，出现窗宽窗位按钮，三维窗宽窗位与二维相同，具体操作参照

二维。

1.6 测量

激活 MPR 图像，出现测量按钮，三维测量与二维相同，具体操作参照二维。

1.7 视窗布局

点击视图布局，打开视图布局子面板，包含十三种布局，如图：



为卓越医疗

30



为卓越医疗

31

点击任一种视图布局，视图区切换为对应的布局。

1.8 工具

1.8.1 容积图像工具

激活容积图像，点击工具，打开工具子面板，如图：

包含方位、立体、阻光度。

1.8.1.1 方位

包含了 6 个方位操作，点击后图像相应变化。

1.8.1.2 立体

点击立体，容积图像呈现立体效果。再次点击，立体效果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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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 阻光度

左键点击阻光度按钮，弹出阻光度调节面板，如图：

(1)调节阻光度

选中激活调窗，选择固定调色板，鼠标右键在阻光度面板上左右拖动，进行调节。

(2)调节调色板

选中激活调窗，选择固定阻光度，鼠标右键在阻光度面板上左右拖动，进行调节。

(3) 增加节点

双击阻光度曲线，对应位置增加一个节点。

(4) 删除节点

双击某一个节点，该节点被删除。

(5)调节节点

按住节点拖动到其他位置，调节节点。

(6) 保存

点击保存按钮，可以保存当前容积效果。

(7)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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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打开按钮，打开之前保存过的容积效果。

1.8.2 MPR 图像工具

激活 MPR 图像，点击工具，打开工具子面板，如图：

包括层厚线、中心点、导航线、复位到正交、角度锁定、层厚锁定、旋转、镜像、

调节层厚、密度投影等。

1.8.2.1 层厚线

层厚线处于选中状态，MPR 图像显示层厚线；厚线处于取消状态，MPR 图像不

显示层厚。

1.8.2.2 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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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点处于选中状态，MPR 图像显示中心点；中心点处于取消状态，MPR 图像

不显示中心点。

1.8.2.3 导航线

导航线处于选中状态，MPR 图像显示导航线；导航线处于取消状态，MPR 图像

不显示导航线。

1.8.2.4 复位到正交

点击复位到正交，MPR 图像上的导航线、中心点和层厚线复位到正交位置。

1.8.2.5 角度锁定

点击角度锁定，导航线按当前角度锁定，拖动 MPR 图像上的导航线，导航线按

锁定角度旋转。

1.8.2.6 层厚锁定

点击层厚锁定，MPR 图像的层厚锁定，不能调节。

1.8.2.7 旋转

(1) 顺时针 90°旋转

点击顺时针 90°按钮，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按顺时针方向旋转 90°。

(2) 逆时针 90°旋转

点击逆时针 90°按钮，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按逆时针方向旋转 90°。

(3) 顺时针 180°旋转

点击顺时针 180°按钮，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按顺时针方向旋转 180°。

1.8.2.8 镜像

(1) 左右镜像

点击左右镜像按钮，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左右镜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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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下镜像

点击上下镜像按钮，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上下镜像变化。

1.8.2.9 层厚

包含原始层厚、层厚 5mm、层厚 10mm、层厚 15mm 和其他层厚。

(1) 层厚调节

点击某一个层厚值，MPR 图像调整为对应的层厚值。

(2) 其他层厚

点击其他层厚，弹出子面板，如下图所示，点击层厚值，图像相应变化。

1.8.2.10 密度投影

包含：最大密度投影、最小密度投影、平均密度投影。

(1) 最大密度投影

点击最大密度投影，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相应调整。

(2) 最小密度投影

点击最小密度投影，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相应调整。

(3) 平均密度投影

点击平均密度投影，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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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XMPR 工具

切换布局到重建布局，如图：

激活需要重建的 MPR 图像，点击工具，打开工具子面板，会新增重建相关的功

能按钮，如图：

1.8.3.1 平面重建

点击平面重建按钮，在 MPR 图像上绘制重建线后，重建窗口出现重建图像。

1.8.3.2 曲面重建

点击曲面重建按钮，在 MPR 图像上绘制曲面重建线，左键定点，右键结束绘制，

重建窗口出现重建图像。

1.8.3.3 批处理

点击批处理按钮，在图像上绘制批处理主从线，左键定点，右键结束绘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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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后，拖动从线，主线从线间生成批处理线，重建窗口出现对应的重建图像。

1.8.3.4 删除重建线

点击复位或者激活重建线，点击键盘 delete 键，删除重建线。

1.9 导出

点击导出，打开导出子面板，如图：

包含以下操作：导出到本地、导出到报告、导出到打印。

1.9.1 导出到本地

点击导出到本地，打开导出到本地子面板，如图：

包含：4 个导出格式和 2 个导出源，结合导出格式和导出源，可将图像导出到本

地。

1.9.2 导出到报告

点击导出到报告，打开导出到报告子面板，如图：



为卓越医疗

38

包含 2 个导出源，选择某一个导出源，对应的图像添加到报告中。

1.9.3 导出到打印

点击导出到打印，打开导出到打印子面板，如图

包含 2 个导出源， 选择某一个导出源，对应的图像添加到打印中。

1.10 发现

点击发现，打开发现子面板。

发现子面板内高级功能仅适用于 CT3D 影像，MR3D、XA3D 仅支持 2D 功能。

1.10.1 2D

点击 2D，跳转到二维应用界面。

1.10.2 全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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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全肺分析，跳转到全肺分析应用界面。

1.10.3 冠脉分析

点击冠脉分析，跳转到冠脉分析应用界面。

1.10.4 钙化分析

点击钙化分析，跳转到钙化分析应用界面。

1.10.5 设置默认

左键点击某一高级功能右下角设为默认按钮，可设置为默认，设置成功后在左侧

主工具栏高级功能处显示。

1.11 打印

点击打印按钮，跳转到打印界面。

2. 顶部信息工具栏

2.1 设置

点击设置，跳转到设置界面，如图：

2.1.1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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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返回，退出设置界面。

2.1.2 默认导出路径

点击浏览按钮，选择需要导出的路径。

2.1.3 文件命名规则

选择文件命名规则，导出的图像按照此规则命名。

2.1.4 显示器设置

选择 2D、3D、打印所要显示的显示器，模块根据选择的显示器显示。

2.1.5 显示设置

2.1.5.1 添加 Dicom 信息

选择图像类型和视图大小，将右侧 Dicom 信息拖动到对应区域，当前信息被添

加。

2.1.5.2 删除 Dicom 信息

选择图像类型和视图大小，在窗口上右键点击，删除 Dicom 信息。

2.1.6 保存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当前设置。

2.1.7 恢复默认

点击恢复默认按钮，所有设置项恢复为默认值。

2.2 最小化

点击最小化按钮，程序最小化显示。

2.3 关闭

点击关闭按钮，程序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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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视图区功能

视图区包括容积图像、MPR 图像、XMPR 图像。

3.1 容积图像

容积图像显示相关 DICOM 信息以及图像添加到报告、图像添加到打印功能，如

图：

3.1.1 添加图像到打印

点击打印 按钮，添加当前图像到打印界面。

3.1.2 添加图像到报告

点击报告 按钮，添加当前图像到报告。

3.2 MPR 图像

MPR 图像上显示相关 DICOM 信息以及图像添加到报告、图像添加到打印、翻

页、窗宽窗位、层厚等功能。

3.2.1 添加图像到打印

同容积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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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添加图像到报告

同容积图像。

3.2.3 编辑窗宽窗位

双击窗宽窗位 按钮，进入窗宽窗位编辑状态，可编辑窗宽窗位；

点击视图其他区域保存编辑的窗宽窗位。

3.2.4 编辑层厚

双击层厚 按钮，进入层厚编辑状态，可编辑层厚；点击视图其他

区域，保存编辑的层厚。

3.2.5 翻页

点击激活视图上的翻页 按钮，可以向上、向下翻图页

3.2.6 快速翻页

长按激活视图上的快速翻页滑块 ，向上、向下拖动，可以快速翻页。

3.3 XMPR 图像

XMPR 图像需要绘制重建线之后才会出现，XMPR 视图区的功能除了翻页和快

速翻页外，其他与 MPR 图像功能一致，可参考 MMPR 图像功能。

3.3.1 移动重建线

平面、曲面重建图像，点击翻页按钮或者滑动快速翻页滑块，移动重建线，重建

图像实时变化。

3.3.2 切换重建线

批处理重建图像，点击翻页按钮或者滑动快速翻页滑块，切换重建线，重建图像

实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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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钙化分析

钙化积分与其他三维界面不同，但是绝大部分功能与三维类似，本文仅说明有差

异的地方，相同功能和操作不再阐述。钙化积分工具栏中新增伪彩功能、左侧工

具栏新增血管功能、视图区与 3D 不同，分为左侧轴位、右侧轴位、冠/矢状位、

结果输出窗口，如图：

4.1 伪彩

伪彩处于选中状态，轴位显示伪彩，功能栏中有血管功能；伪彩处于取消状态，

轴位不显示伪彩，功能栏中没有血管功能。

4.2 血管

血管中有左主冠脉 LM、左前降支 LAD、左回旋支 LCX、右主冠脉 RCA。

4.2.1 标记

点击某一血管，在左侧轴位伪彩上点击，伪彩上出现相关标记，结果输出窗口中

选中的血管斜体加粗显示，并出现相关结果。

4.2.2 取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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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某一血管，在左侧轴位对应标记的伪彩上点击，伪彩上的标记消失，结果输

出窗口中对应的血管结果改变。

4.3 视图区操作

视图区中轴位、冠/矢状位可以操作，结果输出窗口不能操作。

4.3.1 轴位标记前后翻页

点击轴位上的前、后翻 按钮，根据标记的图像，左右两侧轴位前后翻页。

4.3.2 冠/矢状位切换

双击冠/矢状位窗口，冠状位、矢状位图像进行切换显示。

5. 其他三维高级功能

其他三维高级功能仅适用于 CT 数据，包括冠脉分析、全肺分析、去骨、钙化分

析。

5.1 冠脉分析

冠脉分析界面与功能基本与 3D 一致，仅工具中新增冠脉提取功能，如图：

5.2 全肺分析

全肺分析界面与功能基本与 3D 一致，仅工具中新增全肺重建功能，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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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去骨

去骨界面与功能基本与 3D 一致，除了入口不一致外，仅工具中新增去骨功能，

如图：

5.3.1 入口

在二维界面点击去骨，程序列出当前序列可进行去骨的序列，选择一个序列，进

入去骨界面，如图：

第四章 血管分析使用说明

血管分析功能入口:

在二维中选择序列进入冠脉分析 APP

建议使用数据:

心脏冠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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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血管分析界面

1.1 血管分析概要说明

血管分析界面默认分为三大区域：左侧主工具面板、顶部信息工具栏和视图显示

区，如图：

如果需要使用血管分析的显示视图，需要切换视图布局为血管分析对应的视图.

切换视图布局如下:

点击左侧主工具面板中视图布局,在弹出的字面板中选择需要的视图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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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好布局后 view 区调整到对应的布局，详细说明如下:

2. 左侧主工具面版

包含以下功能：返回、复位、基本功能、窗宽窗位、容积协议、图像测量、视图

布局、图像编辑、导出、高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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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返回

点击返回，界面返回来源模块。

2.2 复位

2.2.1 复位子面板

左键长按复位，打开复位子面板，包含 3 个复位项：测量、内容、位置，如图：

2.2.2 复位功能

1.复位项选择

点击可选择或取消复位项，复位项可多选或不选。

2.复位项内容说明

测量：测距、测角、测面积、注释、箭头

内容：缩放、旋转、容积、手术刀、协议、窗宽窗位、密度、层厚

位置：平移

3.复位操作

点击复位按钮，视图区所有图像执行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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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本功能

2.3.1 MPR/冠位体数据图像基本功能

激活 MPR/冠位体数据图像，点击基本功能，打开基本功能子面板，如图：

子面板包含两类功能：基本功能、扩展功能。

1. 基本功能

包含 6 个分屏操作和 3 个单屏操作，所有的基本操作，用户可根据使用习惯，

进行左右键配置。

左键操作：左键点击基本功能按钮，在图像上对应区域执行相应操作。

右键操作：右键点击基本功能按钮，在图像上对应区域执行相应操作。

2. 扩展功能

包含 X2 放大镜、X3 放大镜、X5 放大镜、探针、局部放大、自由旋转。扩展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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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选中后，可在图像上右键点击释放。

(1) 放大镜

选择放大镜倍数，在图像上操作，执行放大镜功能，鼠标滚轮可调节放大镜倍数。

(2) 探针

选择探针，在图像上操作，显示当前位置以及相邻像素的探针值。

(3) 局部放大

选择局部放大，在图像上操作，执行局部放大功能。左键点击，图像恢复原始大

小。

(4)自由旋转

选择自由旋转，在图像上操作，执行自由旋转功能

2.3.2 容积图像基本功能

激活容积图像，点击基本功能，打开基本功能子面板，如图：

子面板包含两类功能：基本功能、扩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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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功能

包含 6 个分屏操作和 3 个单屏操作，所有的基本操作，用户可根据使用习惯，

进行左右键配置。

左键操作：左键点击基本功能按钮，在图像上对应区域执行相应操作

右键操作：右键点击基本功能按钮，在图像上对应区域执行相应操作

2.扩展功能

包含：容积窗、手术刀，扩展功能选中后，可在图像上右键点击释放。

(1) 容积窗

点击容积窗，在图像上操作，图像容积相应变化。

(2) 手术刀

点击手术刀，在图像上操作，执行手术刀功能。

2.3.3 血管拉直图/血管剖面图基本功能

激活血管拉直图/血管剖面图，点击基本功能，打开血管拉直图/血管剖面图的基

本功能子面板，分别如下图所示：

子面板包含两类功能：基本功能、扩展功能。

1.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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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宽窗位

左/右键点击窗宽窗位按钮，图像对应区域执行窗宽窗位发生变化。

2.扩展功能

自由旋转

选择自由旋转，在图像上操作，执行自由旋转功能。

2.4 窗宽窗位

激活 MPR 图像，点击窗宽窗位，打开窗宽窗位子面板，如图：

2.4.1 选择窗宽窗位预设

点击某一预设窗口，视图区图像发生相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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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添加窗宽窗位预设

点击添加按钮，新增一个窗宽窗位预设，修改对应信息后保存。

2.4.3 删除窗宽窗位预设

右键点击某一预设窗口，弹出编辑和删除按钮，点击删除按钮，该预设窗口被删

除。

2.4.4 编辑窗宽窗位预设

右键点击某一预设窗口，弹出编辑和删除按钮，点击编辑按钮，当前预设窗口处

于编辑状态，可以修改名称和窗宽窗位值。

2.4.5 调整窗宽窗位预设位置

左键长按某一预设窗口，拖动到需要调整的位置，释放鼠标。

2.5 容积协议

激活容积图像，点击容积协议，打开容积协议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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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应用容积协议

点击某一个容积协议窗口，视图区图像的容积相应变化。

2.5.2 设置默认容积协议

右键点击某一个容积协议窗口，该窗口设为默认。

2.6 图像测量

激活 MPR 图像，点击测量，打开测量子面板，如图：

测量子面板包含以下操作：中心线、测距、测角、面积测量、箭头和注释。

2.6.1 中心线

包含中心线起点、中心线终点、中心线确定，中心线起点和终点的标记不分先后。

1.标记中心线的起点/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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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像上选择起点/终点的位置，点击中心线起点/终点按钮，生成标记点。标记

点的选择可通过 VR 和 MPR 图像进行定位。

2.确定中心线

中心线起点和终点标记后，点击中心线确定按钮，生成中心线。

2.6.2 测距

测距包含：直线、曲线、折线。

选择测距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曲线和折线通过右键结束绘

制。

2.6.3 角度测量

选择测角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2.6.4 面积测量

面积测量包含：三角、正方形、矩形、圆、椭圆、多边形和手绘。

选择面积测量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多边形和手绘通过 Ctrl+

左键来添加或删除节点。

2.6.5 箭头

选择箭头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2.6.6 注释

选择注释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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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视图布局

点击视图布局，打开视图布局子面板，包含七种布局，如图：

点击任一种视图布局，视图区切换为对应的布局。

2.8 图像编辑

2.8.1 MPR 图像编辑

激活 MPR 图像，点击图像编辑，打开图像编辑子菜单，包含以下按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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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层厚线

层厚线处于选中状态，MPR 图像显示层厚线，厚线处于取消状态，MPR 图像不

显示层厚。

2.中心点

中心点处于选中状态，MPR 图像显示中心点，中心点处于取消状态，MPR 图像

不显示中心点。

3.导航线

导航线处于选中状态，MPR 图像显示导航线，导航线处于取消状态，MPR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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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示导航线。

4.复位到正交

点击复位到正交，MPR 图像上的导航线、中心点和层厚线复位到正交位置。

5.角度锁定

点击角度锁定，导航线按当前角度锁定，拖动 MPR 图像上的导航线，导航线按

锁定角度旋转。

6.层厚锁定

点击层厚锁定，MPR 图像的层厚锁定，不能调节。

7.旋转

(1) 顺时针 90°旋转

点击顺时针 90°按钮，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按顺时针方向旋转 90°。

(2) 逆时针 90°旋转

点击逆时针 90°按钮，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按逆时针方向旋转 90°。

(3) 顺时针 180°旋转

点击顺时针 180°按钮，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按顺时针方向旋转 180°。

8.镜像

(1) 左右镜像

点击左右镜像按钮，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左右镜像变化。

(2) 上下镜像

点击上下镜像按钮，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上下镜像变化。

9.层厚

包含原始层厚、层厚 5mm、层厚 10mm、层厚 15mm 和其他层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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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层厚调节

点击某一个层厚值，MPR 图像调整为对应的层厚值。

(2) 其他层厚

点击其他层厚，弹出子面板，如下图所示，点击层厚值，图像相应变化。

10.密度投影

包含：最大密度投影、最小密度投影、平均密度投影。

(1) 最大密度投影

点击最大密度投影，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相应调整。

(2) 最小密度投影

点击最小密度投影，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相应调整。

(3) 平均密度投影

点击平均密度投影，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相应调整。

2.8.2 容积图像/冠位体数据图像编辑

激活容积图像/冠位体数据图像，点击图像编辑，打开容积图像/冠位体数据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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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辑子面板，分别如下图所示：

包含以下操作：方位、立体、冠脉提取、阻光度、去骨

1.方位

包含了 6 个方位操作，点击后图像相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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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体

点击立体，容积图像呈现立体效果。再次点击，立体效果取消。

3.冠脉提取

点击冠脉提取，容积图像执行冠脉提取操作。

4.去骨

点击去骨，选择去骨序列，执行去骨操作。

5.阻光度

左键点击阻光度按钮，弹出阻光度调节面板，如图：

(1)调节阻光度

选中激活调窗，选择固定调色板，鼠标右键在阻光度面板上左右拖动，进行调节。

(2)调节调色板

选中激活调窗，选择固定阻光度，鼠标右键在阻光度面板上左右拖动，进行调节。

(3) 增加节点

双击阻光度曲线，对应位置增加一个节点。

(4) 删除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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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某一个节点，该节点被删除。

(5)调节节点

按住节点拖动到其他位置，调节节点。

(6) 保存

点击保存按钮，可以保存当前容积效果。

(7) 打开

点击打开按钮，打开之前保存过的容积效果。

2.9 导出

点击导出，打开导出子面板，如图：

包含以下操作：导出到本地、导出到报告、导出到打印。

2.9.1 导出到本地

点击导出到本地，打开导出到本地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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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3 个导出格式和 2 个导出源，结合导出格式和导出源，可将图像导出到本

地。

2.9.2 导出到报告

点击导出到报告，打开导出到报告子面板，如图：

包含 2 个导出源，选择某一个导出源，对应的图像添加到报告中。

2.9.3 导出到打印

点击导出到打印，打开导出到打印子面板，如图

包含 2 个导出源， 选择某一个导出源，对应的图像添加到打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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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高级功能

长按高级功能，打开高级功能子面板，如图：

2.10.1 2D

点击 2D，跳转到 2D 界面。

2.10.2 3D

点击 3D，跳转到 3D 界面。

2.10.3 全肺分析

点击全肺分析，跳转到全肺分析界面。

2.10.4 钙化分析

点击钙化分析，跳转到钙化分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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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 打印

点击打印，跳转到打印界面。

2.10.6 设置默认

右键点击某一高级功能，可设置为默认。

3. 设置

点击设置，跳转到设置界面，如图：

3.1 返回

点击返回，退出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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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默认导出路径

点击浏览按钮，选择需要导出的路径。

3.3 文件命名规则

选择文件命名规则，导出的图像按照此规则命名。

3.4 MPR 窗宽窗位同步

有选中和不选中两种状态，选中时所有 MPR 图像窗宽窗位同步变化，不选中时，

只有当前激活 MPR 图像窗宽窗位变化

3.5 显示设置

3.5.1 添加 Dicom 信息

选择图像类型和视图大小，将右侧 Dicom 信息拖动到对应区域，当前信息被添

加。

3.5.2 删除 Dicom 信息

选择图像类型和视图大小，在窗口上右键点击，删除 Dicom 信息

3.6 保存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当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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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恢复默认

点击恢复默认按钮，所有设置项恢复为默认值。

4. 最小化

点击最小化按钮，程序最小化显示。

5. 关闭

点击关闭按钮，程序关闭。

6. 视图区功能

6.1 容积图像

6.1.1 锚点移动

左键按住锚点拖动，锚点位置变化，冠位体数据和 MPR 图像上的锚点位置随之

变化。

6.1.2 剖切线移动

左键按住中心线上的剖切线移动，血管拉直图上的剖切线同步移动，冠位体数据

的剖切线位置更新，血管剖面图同步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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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中心线删除

激活中心线，点击 Delte 键，容积图像和冠位体数据上对应的中心线被删除，血

管拉直图和血管剖面图置灰显示。

6.1.4 中心线切换

当容积图像上有多条中心线时，分别激活不同的中心线，被激活的中心线高亮显

示，血管拉直图和血管剖面图显示对应的中心线图像。

6.2 冠位体数据

6.2.1 锚点移动

左键按住锚点拖动，锚点位置变化，容积图像和 MPR 图像上的锚点位置随之变

化。

6.2.2 剖切线移动

左键按住中心线上的剖切线移动，血管拉直图上的剖切线同步移动，容积图像的

剖切线位置更新，血管剖面图同步翻页。

6.2.3 中心线删除

与容积图像的中心线删除操作相同。

6.2.4 中心线切换

与容积图像的中心线切换操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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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调节窗宽窗位

双击右下角的窗宽窗位值，打开窗宽窗位编辑框，修改后点击保存。

6.3 血管拉直图

6.3.1 剖切线移动

左键按住中心线上的剖切线移动，容积图像和体数据图上剖切线位置更新，血管

剖面图同步翻页。

6.3.2 调节窗宽窗位

双击右下角的窗宽窗位值，打开窗宽窗位编辑框，修改后点击保存。

6.4 血管剖面图

6.4.1 移动中心点

左键按住中心点移动。容积图像、冠位体数据图像上的中心线重新计算刷新，血

管拉直图重新计算。

6.4.2 翻页

滚动鼠标滚轮，血管剖面图执行翻页操作。

6.4.3 调节窗宽窗位

双击右下角的窗宽窗位值，打开窗宽窗位编辑框，修改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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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MPR 图像

6.5.1 移动 MPR 图像中心点

左键按住 MPR 图像上的中心点拖动，容积图像和体数据图像上的锚点位置变化，

其他 MPR 图像随之刷新。

6.5.2 移动层厚线

左键按住层厚线拖动，MPR 图像上对应的层厚线随之变化，对应该层厚线的

MPR 图像层厚值同步变化。

6.5.3 移动导航线

左键按住导航线拖动，对应该导航线的 MPR 图像旋转。

6.5.4 翻页

(1) 滚动鼠标滚轮，MPR 图像翻页。

(2) 上下拖动快速翻页条上的滑块，MPR 图像翻页。

(3) 在快速翻页条上任意点击，MPR 图像定位到当前点对应位置。

6.5.5 调节窗宽窗位

双击右下角的窗宽窗位值，打开窗宽窗位编辑框，修改后点击保存。

6.5.6 调节层厚

双击图像上的层厚值，打开层厚值编辑框，修改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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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肺结节使用说明

1. 肺结节概要说明

肺结节界面默认分为三大区域：左侧主工具面板、顶部信息工具栏和视图显示区，

如图：

2. 左侧主工具面版

包含以下功能：返回、复位、基本功能、ROI、窗宽窗位、容积协议、图像测量、

视窗布局、工具、导出、打印。

2.1 返回

点击返回，退回到二维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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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复位

2.2.1 复位子面板

点击复位，view 区所有操作都被清除，恢复初始状态。

2.3 基本功能

2.3.1 MMPR 图像基本功能

激活 MMPR 图像，点击基本功能，打开基本功能子面板，如图：

1. 放大镜 x2

选择放大镜 x2，在图像上按住拖动，执行放大镜功能，图像按 2 倍进行放大，

鼠标滚轮可调节放大镜倍数。

2. 放大镜 x5

选择放大镜 x5，在图像上按住拖动，执行放大镜功能，图像按 5 倍进行放大，

鼠标滚轮可调节放大镜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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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大镜自定义

选择放大镜自定义，在图像上按住拖动，执行放大镜功能，图像默认按 3 倍进行

放大，如设置过，则默认最后一次设置的倍数，鼠标滚轮可调节放大镜倍数。

4. 探针

选择探针，在图像上操作，显示当前位置以及相邻像素的探针值。

5. 局部放大

选择局部放大，在图像上操作，执行局部放大功能。左键点击，图像恢复原始大

小。

2.3.2 肺结节 VR 图像基本功能

激活肺结节容积图像，点击基本功能，打开基本功能子面板，如图：

1. 容积窗

点击容积窗，在图像上操作，图像容积相应变化。

2.3.3 肺结节 MIP 图/肺实质图像基本功能

激活肺结节 MIP 图或是肺实质图，点击基本功能，打开肺结节 MIP 图/肺实质

的基本功能子面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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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旋转

选择体旋转，在图像上操作，执行自由旋转功能，再次点击或是右键点击图像释

放。

2.4 ROI

激活 MMPR 图像，点击 ROI，打开 ROI 功能子面板，包含：ROI 矩形，ROI

删除。

2.4.1 ROI 矩形

选择 ROI 矩形，在 MMPR 图像上结节位置进行绘制，会生成一个矩形框，标记

当前 ROI，同时右侧 ROI 缩略图也会增加当前结节的缩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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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ROI 删除

激活一个 ROI 后，点击 ROI 删除，可删除当前激活的 ROI，以及对应缩略图及

结节图。

2.5 窗宽窗位

激活 MMPR/肺结节 MIP/肺实质图像，点击窗宽窗位，打开窗宽窗位子面板，

分别如下图所示：

1>MMPR 图像窗宽窗位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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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肺结节 MIP 图像窗宽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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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肺实质图像窗宽窗位预设



为卓越医疗

78

2.5.1 选择窗宽窗位预设

点击某一预设窗口，视图区图像发生相应变化。

2.5.2 添加窗宽窗位预设

点击添加按钮，新增一个窗宽窗位预设，修改对应信息后保存。



为卓越医疗

79

2.5.3 删除窗宽窗位预设

右键点击某一预设窗口，弹出编辑和删除按钮，点击删除按钮，该预设窗口被删

除。

2.5.4 编辑窗宽窗位预设

右键点击某一预设窗口，弹出编辑和删除按钮，点击编辑按钮，当前预设窗口处

于编辑状态，可以修改名称和窗宽窗位值。

2.5.5 排序窗宽窗位预设

左键长按某一预设窗口，拖动到需要调整的位置，释放鼠标。

2.5 容积协议

激活肺结节容积图像，点击容积协议，打开容积协议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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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应用容积协议

点击某一个容积协议窗口，视图区图像的容积相应变化。

2.5.2 设置默认容积协议

长按或是点击右下角按钮，可将该协议设为默认。

2.6 图像测量

激活 MMPR 图像，点击测量，打开测量子面板，如图：

测量子面板包含以下操作：测距、测角、面积测量、箭头和注释。

2.6.1 测距

测距包含：直线、曲线、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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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测距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曲线和折线通过右键结束绘

制。

2.6.2 角度测量

选择测角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2.6.3 面积测量

面积测量包含：三角、正方形、矩形、圆、椭圆、多边形和手绘。

选择面积测量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多边形和手绘通过 Ctrl+

左键来添加或删除节点。

2.6.4 箭头

选择箭头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2.6.5 注释

选择注释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2.8 视图布局

点击视图布局，打开视图布局子面板，包含两种布局，如图：



为卓越医疗

82

点击任一种视图布局，视图区切换为对应的布局。

2.9 工具

2.9.1 MMPR 工具

激活 MMPR 图像，点击工具，打开工具子菜单，包含以下按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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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心点

中心点处于选中状态，MPR 图像显示中心点，中心点处于取消状态，MPR 图像

不显示中心点。

2. 导航线

导航线处于选中状态，MPR 图像显示导航线，导航线处于取消状态，MPR 图像

不显示导航线。

3. 层厚

包含原始层厚、层厚 10mm、层厚 20mm 和层厚 30mm。

(1) 层厚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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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某一个层厚值，MPR 图像调整为对应的层厚值。

4. 密度投影

包含：最大密度投影、最小密度投影、平均密度投影。

(1) 最大密度投影

点击最大密度投影，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相应调整。

(2) 最小密度投影

点击最小密度投影，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相应调整。

(3) 平均密度投影

点击平均密度投影，当前激活的 MPR 图像相应调整。

2.9.2 肺结节容积/肺结节 MIP/肺实质图像工具

激活肺结节容积/MIP 图像/非实质图像，点击工具，打开工具子面板，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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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 6 个方位操作，点击后图像相应变化。

2.10 导出

点击导出，打开导出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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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以下操作：导出到本地、导出到报告、导出到打印。

2.10.1 导出到本地

点击导出到本地，打开导出到本地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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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4 个导出格式和 2 个导出源，结合导出格式和导出源，可将图像导出到本

地。

2.10.2 导出到报告

点击导出到报告，打开导出到报告子面板，如图：

包含 2 个导出源，选择某一个导出源，对应的图像添加到报告中。

2.10.3 导出到打印

点击导出到打印，打开导出到打印子面板，如图

包含 2 个导出源， 选择某一个导出源，对应的图像添加到打印中。

3. 设置

点击设置，跳转到设置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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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肺结节人工智能自动标注

打开开关后，会有免责声明提示，选择开启进入肺结节 APP，会加载人工智能

分析出的结果；关闭，则不加载。

3.2 默认导出路径

点击浏览按钮，选择需要导出的路径。

3.3 文件命名规则

选择文件命名规则，导出的图像按照此规则命名。

3.4 显示设置

3.4.1 添加 Dicom 信息

选择图像类型和视图大小，将右侧 Dicom 信息拖动到对应区域，当前信息被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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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3.4.2 删除 Dicom 信息

选择图像类型和视图大小，在窗口上右键点击，删除 Dicom 信息

3.5 返回

点击返回，退出设置界面。

3.6 保存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当前设置。

3.7 恢复默认

点击恢复默认按钮，所有设置项恢复为默认值。

4. 最小化

点击最小化按钮，程序最小化显示。

5. 关闭

点击关闭按钮，程序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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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视图区功能

6.1 MPR 图像

6.1.1 移动 MPR 图像中心点

左键按住 MPR 图像上的中心点拖动，其他 MPR 图像随之刷新。

6.1.2 移动导航线

左键按住导航线拖动，对应该导航线的 MPR 图像变化。

6.1.3 翻页

(1) 滚动鼠标滚轮，MPR 图像翻页；

(2) 上下拖动快速翻页条上的滑块，MPR 图像翻页；

(3) 在快速翻页条上任意位置点击，MPR 图像定位到当前点对应位置。

6.1.4 调节窗宽窗位

双击右下角的窗宽窗位值，打开窗宽窗位编辑框，修改后点击编辑框外区域保存。

6.1.5 调节层厚

双击图像上的层厚值，打开层厚值编辑框，修改后点击编辑框外区域保存。

6.1.6 竖标尺

按住竖标尺拖动，可对图像进行缩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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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肺结节容积图像

6.2.1 切换至 MIP 图像

点击图像上‘MIP’，可切换至肺结节 MIP 图。

6.2.2 竖标尺

按住竖标尺拖动，可对图像进行缩放操作。

6.3 肺结节 MIP 图/肺实质图像

6.3.1 调节窗宽窗位

双击右下角的窗宽窗位值，打开窗宽窗位编辑框，修改后点击保存。

6.3.2 切换至 VR 图像

点击图像上的‘VR’，可切换至肺结节 VR 图。

6.3.3 竖标尺

按住竖标尺拖动，可对图像进行缩放操作。

6.4 ROI 缩略图

ROI 缩略图包含人工智能标注 ROI 和医生手动标注 ROI，点击某个 ROI 缩略图，

图像会定位到当前激活 ROI 缩略图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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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弥散张量成像使用说明

弥散张量成像功能入口:

在二维中选择序列，进入弥散张量成像 APP

建议使用数据:

DTI 数据

1. 校准界面

选择数据后，首先进入到 DTI 校准界面，可调整 DTI 图像，也可以不校准直接

进入 DTI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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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左侧主工具

1.1.1 返回

点击返回，退回到二维界面。

1.1.2 复位

点击复位，图像恢复初始状态。

1.1.3 旋转

点击旋转按钮，在 DTI 或是融合图像上，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可对图像进行旋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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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顺时针旋转

激活 DTI 或是融合图像，点击顺时针旋转按钮，图像按照顺时针方向旋转 5°。

1.1.5 逆时针旋转

激活 DTI 或是融合图像，点击逆时针旋转按钮，图像按照逆时针方向旋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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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视图区功能

1.2.1 T1 图像

T1 图像作为基准，只能进行窗宽窗位调节。

1.2.2 DTI 图像

激活 DTI 图像，如图：

1.2.2.1 基本操作

在图像上左侧区域按住鼠标拖动，对图像执行平移操作；

在图像上右侧区域按住鼠标拖动，对图像执行窗宽窗位操作。

1.2.2.2 工具条

激活 DTI 图像，在图像右侧出现工具条，包含：1°，2°，顺时针旋转，逆时针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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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点击 1°，再点击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功能，图像按照所选方向旋转 1°。

2. 2°

点击 2°，再点击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功能，图像按照所选方向旋转 2°。

3. 顺时针旋转

点击顺时针旋转，图像默认旋转 5°，若选择了度数，则按照所选度数旋转。

4. 逆时针旋转

点击逆时针旋转，图像默认旋转 5°，若选择了度数，则按照所选度数旋转。

1.2.3 融合图像

激活融合图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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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透明度

调节 T1 图像透明度，默认位 50%，可左右拖动滑块，透明度实时刷新，T1 图像显示同步

改变；当 T1 图像不显示时，透明度隐藏，不可调节。

1.2.3.2 工具条

激活融合图像，在图像左侧出现工具条，包含：显示/隐藏，向左平移，向右平移，向上平

移，向下平移。

1. 显示/隐藏

默认按钮高亮，同时显示 T1 和 DTI 图像；点击后，只显示 DTI 图像。

2. 向左平移

点击“向左平移”，DTI 图像向左平移。

3. 向右平移

点击“向右平移”，DTI 图像向右平移。

4. 向上平移

点击“向上平移”，DTI 图像向上平移。

5. 向下平移

点击“向下平移”，DTI 图像向下平移。

1.3 最小化

点击最小化按钮，程序最小化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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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关闭

点击关闭按钮，程序退出。

2. 弥散张量成像界面

弥散张量成像界面默认分为三大区域：左侧主工具面板、顶部信息工具栏和视图

显示区，如图：

2.1 左侧主工具

包含以下功能：返回、复位、基本功能、ROI、图像测量、视窗布局、导出、重

建纤维束、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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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返回

点击返回，提示“是否返回到校准界面”，点击确认后会退回到校准界面，所有

ROI 被清空；点击取消，留在当前界面。

2.1.2 复位

点击复位，view 区所有操作都被复位。

2.1.3 基本功能

激活某一图像，点击基本功能，打开基本功能子面板，如图：

子面板包含四个功能：放大镜 x2，放大镜 x5，放大镜（自定义）、探针。

1. 放大镜 x2

选择后，在图像上操作，执行 2 倍放大功能，鼠标滚轮可调节放大镜倍数。

2. 放大镜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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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后，在图像上操作，执行 5 倍放大功能，鼠标滚轮可调节放大镜倍数。

3. 放大镜

选择后，在图像上操作，默认 3 倍放大，调节后再次使用，则默认最后一次调节

的倍数；鼠标滚轮可调节放大镜倍数。

4. 探针

选择探针，在图像上操作，显示当前位置以及相邻像素的探针值。

2.1.4 ROI

激活 DTI 图像，点击 ROI，打开 ROI 功能子面板，包含：ROI 圆，ROI 手绘，

ROI 镜像，ROI 删除。

2.1.4.1 ROI 圆

选择 ROI 圆，在 DTI 图像上进行绘制，会生成一个圆形，标记当前 ROI，同时

在其他类型图像的相同位置上也会生成一个 ROI，并显示对应的 ROI 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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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 ROI 手绘

选择 ROI 手绘，在 DTI 图像上进行绘制，会生成一个手绘图形，标记当前 ROI，

同时在其他类型图像的相同位置上也会生成一个 ROI，并显示对应的 ROI 测量

结果。

2.1.4.3 ROI 镜像

选择 ROI 镜像后，激活该功能，再选择 ROI 圆或是 ROI 手绘在图像上绘制时，

生成对应的镜像 ROI。

2.1.4.4 ROI 删除

点击 ROI 删除，可删除当前激活 ROI，以及缩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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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图像测量

激活 DTI 图像，点击测量，打开测量子面板，如图：

测量子面板包含以下操作：测距、测角、面积测量、箭头和注释。

2.1.5.1 测距

测距包含：直线、曲线、折线。

选择测距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曲线和折线通过右键结束绘

制。

2.1.5.2 角度测量

选择测角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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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3 面积测量

面积测量包含：三角、正方形、矩形、圆、椭圆、多边形和手绘。

选择面积测量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多边形和手绘通过 Ctrl+

左键来添加或删除节点。

2.1.5.4 箭头

选择箭头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2.1.5.5 注释

选择注释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2.1.6 视图布局

点击视图布局，打开视图布局子面板，包含三种布局，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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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任一种视图布局，视图区切换为对应的布局。

2.1.7 导出

点击导出，打开导出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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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以下操作：导出到本地、导出到报告、导出到打印。

2.1.7.1 导出到本地

点击导出到本地，打开导出到本地子面板，如图：

包含：4 个导出格式和 2 个导出源，结合导出格式和导出源，可将图像导出到本

地。

2.1.7.2 导出到报告

点击导出到报告，打开导出到报告子面板，如图：

包含 2 个导出源，选择某一个导出源，对应的图像添加到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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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3 导出到打印

点击导出到打印，打开导出到打印子面板，如图

包含 2 个导出源， 选择某一个导出源，对应的图像添加到打印中。

2.1.8 重建纤维束

点击重建纤维束，打开子面板，未进行纤维束重建时，子面板只有‘重建纤维束’

按钮，重建后，会显示已重建的纤维束，如图所示：



为卓越医疗

107

2.1.8.1 重建纤维束

在图像上绘制一个 ROI，选择“重建纤维束”，右上角窗口会生成纤维束图像，

缩略图区显示对应的纤维束缩略图和 ROI 缩略图。

2.1.8.2 加入纤维束

生成纤维束后，子面板会显示该纤维束名称，如：加入 Fiber0.在图像上绘制一

个 ROI，点击要加入的纤维束，就可将该 ROI 添加到已生成的纤维束里。

2.2 设置

点击设置，跳转到设置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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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默认导出路径

点击浏览按钮，选择需要导出的路径。

2.2.2 文件命名规则

选择文件命名规则，导出的图像按照此规则命名。

2.2.3 融合图像

设置纤维束默认和哪个图像进行融合或只显示纤维束。

2.2.4 融合类型

选择完默认融合的切片图后，可以选择该图像的位置。默认设置为轴位，轴位、

冠位、矢位为复选；当没有融合图像仅纤维束单独显示时，融合类型复选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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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透明度

以拖动条形式表现，左边为 0，右边为 100%，鼠标按住拖动按钮，拖动过程中实时显示当

前透明值。设置完成后，融合图像按照设置的透明度显示。

2.2.6 显示设置

2.2.6.1 添加 Dicom 信息

选择图像类型和视图大小，将右侧 Dicom 信息拖动到对应区域，当前信息被添

加。

2.2.6.2 删除 Dicom 信息

选择图像类型和视图大小，在窗口上右键点击，删除 Dicom 信息

2.2.7 返回

点击返回，退出设置界面。

2.2.8 保存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当前设置。

2.2.9 恢复默认

点击恢复默认按钮，所有设置项恢复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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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最小化

点击最小化按钮，程序最小化显示。

2.5 关闭

点击关闭按钮，程序关闭。

2.6 视图区功能

2.6.1 图像类型下拉菜单

点击图像类型选择下拉框，选项包含当前显示图像以及未显示图像。

例如当前为四分格显示，左上角为 DTI 图，左下角显示 FA 图，右下角显示 ADC

图。如果在 FA 视图区点击该下拉菜单，选择 T1 图，T1 图替换 FA 图。如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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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ADC 图，FA 图由 ADC 图替换，原 ADC 图被 FA 图替换。

2.6.2 磁场方向下拉菜单

激活 DTI 图像，点击下拉菜单显示所有包含的磁场方向，磁场方向从原始图像读

取。

点击某方向选项，下拉菜单收起，下拉菜单默认显示当前激活的方向选项，激活

窗口图像刷新。

2.6.3 翻页

(1) 滚动鼠标滚轮，图像翻页；

(2) 上下拖动快速翻页条上的滑块，图像翻页；

(3) 在快速翻页条上任意位置点击，图像定位到当前点对应位置。

2.6.4 调节窗宽窗位

双击右下角的窗宽窗位值，打开窗宽窗位编辑框，修改后点击编辑框外区域保存。

2.6.5 竖标尺

按住竖标尺拖动，可对图像进行缩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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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基本操作

视图区每个图像窗口分左右屏，可对图像进行基本操作。

2.6.6.1 非纤维束图像

1. 平移

在图像左侧区域，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对图像做平移操作。

2. 窗宽窗位

在图像右侧区域，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对图像做窗宽窗位操作。

1. 缩放

在图像左右区域，按住鼠标右键拖动，对图像做缩放操作。

2.6.6.2 纤维束图像

1. 平移

在图像左侧区域，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对图像做平移操作。

2. 旋转

在图像右侧区域，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对图像做旋转操作。

3. 缩放

在图像左右区域，按住鼠标右键拖动，对图像做缩放操作。

2.6.7 信号图

不进行纤维束重建，默认显示信号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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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坐标轴的形式显示，横轴代表方向，纵轴代表 B 值。

（1） 鼠标点击坐标轴每个节点或是该点垂直线时，显示该点的 B 值。

（2） 当坐标轴某一个坐标点出现波动时，鼠标点击该点弹出删除按钮，鼠标点

击删除后，DTI 图像和坐标图重新计算。

（3） 鼠标点击某一个方向坐标点或是该点对应直线时，MR 图（DTI 图）会自

动切换到该图像对应的磁场方向。

（4） 除了坐标点连线外，增加一条 B1 到 Bn 的 B 值平均直线，可辅助医生看

到波动较大的坐标点。

2.6.8 工具条

2.6.8.1. 非纤维束图像

激活非纤维束窗口（右上角）图像，显示工具条包含 4 个功能：ROI 圆，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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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ROI 镜像，ROI 删除，功能的实现同主菜单，这里方便使用。

1. ROI 圆

点击 ROI 圆，在图像上按住鼠标拖动，绘制一个 ROI 圆形。

2. ROI 手绘

点击 ROI 手绘，在图像上按住鼠标拖动，绘制一个 ROI 手绘。

3. ROI 镜像

激活 ROI 镜像后，再选择 ROI 圆或是手绘，在图像上绘制时，同时生成镜像。

4. ROI 删除

激活已绘制的 ROI，点击 ROI 删除，可删除该 ROI。

2.6.8.2 信号图

激活信号图，工具条包含两个功能：撤销，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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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撤销

删除信号图上的点后，点击“撤销”按钮，可恢复至该点删除前状态。

2. 删除

激活信号图上某个点，点击“删除”按钮，该点被删除。

2.6.8.3 纤维束

激活纤维束图像，工具条包含 4 个功能：纤维束融合，轴位，冠位，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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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纤维束融合

点击“纤维束融合”弹出子面板，显示要融合的图像类型及方位。

选择要融合的图像类型及方位，点击确定，视图区呈现该方位图像和纤维束融合

效果。选择无时，方位置灰。

2. 轴位

当选择的融合图像有轴位时，“轴位”按钮可操作，点击后，在纤维束上翻页，

融合图像的轴位进行翻页。

3. 冠位

当选择的融合图像有冠位时，“冠位”按钮可操作，点击后，在纤维束上翻页，

融合图像的冠位进行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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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矢位

当选择的融合图像有矢位时，“矢位”按钮可操作，点击后，在纤维束上翻页，

融合图像的矢位进行翻页。

2.6.9 缩略图

缩略图包含纤维束缩略图和对应 ROI 缩略图，点击某个 ROI 缩略图，图像会定

位到当前激活 ROI 所在位置。

2.6.7.1 纤维束缩略图

显示当前已重建的纤维束缩略图，点击后，窗口图像切换到对应的纤维束，该纤

维束对应的 ROI 缩略图也同步刷新。

2.6.7.2 ROI 缩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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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当前激活的纤维束所对应的 ROI 缩略图，缩略图右上角有“选择/取消”按

钮，取消后纤维束视窗不显示穿过该 ROI 的纤维束。

点击某一 ROI 缩略图，图像翻页至该 ROI 所在位置。

第七章 PET-CT 图像融合使用说明

PET-CT 图像融合功能入口:

在二维中选择 CT 序列，在高级功能中选择‘融合’，弹出融合序列选择框，选

择要进行融合的 PET 序列，点击确定，进入图像融合界面。

建议使用数据:

图像融合数据，包含 PET 和 CT 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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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像融合界面

1.1 图像融合概要说明

图像融合界面默认分为三大区域：左侧主工具面板、顶部信息工具栏和视图显示

区，如图：

2. 左侧主工具面版

包含以下功能：返回、复位、基本功能、窗宽窗位、图像测量、伪彩、视窗布局、

导出、2D、打印。

2.1 返回

点击返回，退回到二维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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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复位

2.2.1 复位子面板

左键长按复位，打开复位子面板，包含 3 个复位项：测量、内容、位置，如图：

点击复位后，view 区所有操作都被复位。

2.3 基本功能

激活 CT 图像，点击基本功能，打开基本功能子面板，如图：

激活 PET/融合/体数据图像，打开基本功能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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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面板包含四个功能：放大镜 x2，放大镜 x5，放大镜（自定义）、探针（只针

对 CT 图像）。

1. 放大镜 x2

选择后，在图像上操作，执行 2 倍放大功能，鼠标滚轮可调节放大镜倍数。

2. 放大镜 x5

选择后，在图像上操作，执行 5 倍放大功能，鼠标滚轮可调节放大镜倍数。

3. 放大镜

选择后，在图像上操作，默认 3 倍放大，调节后再次使用，则默认最后一次调节

的倍数；鼠标滚轮可调节放大镜倍数。

5. 探针

选择探针，在图像上操作，显示当前位置以及相邻像素的探针值。

2.4 窗宽窗位

激活 CT 图像，点击窗宽窗位，打开窗宽窗位子面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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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选择窗宽窗位预设

点击某一预设窗口，视图区图像发生相应变化。

2.4.2 添加窗宽窗位预设

点击添加按钮，新增一个窗宽窗位预设，修改对应信息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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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删除窗宽窗位预设

右键点击某一预设窗口，弹出编辑和删除按钮，点击删除按钮，该预设窗口被删

除。

2.4.4 编辑窗宽窗位预设

右键点击某一预设窗口，弹出编辑和删除按钮，点击编辑按钮，当前预设窗口处

于编辑状态，可以修改名称和窗宽窗位值。

2.4.5 排序窗宽窗位预设

左键长按某一预设窗口，拖动到需要调整的位置，释放鼠标。

2.5 伪彩

激活 PET、融合图像、体数据图像，点击伪彩，打开伪彩子面板，如图：

1. PET 和体数据图像伪彩面板



为卓越医疗

124

2. 融合图像伪彩面板

2.5.1 应用伪彩

激活图像，点击某一个伪彩，视图区图像的伪彩相应变化。

2.5.2 设置默认伪彩

只针对融合图像，伪彩右下角有选择按钮，点击后可设置当前伪彩为默认伪彩。

2.6 图像测量

激活 CT 图像，点击测量，打开测量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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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子面板包含以下操作：测距、测角、面积测量、箭头和注释。

2.6.1 测距

测距包含：直线、曲线、折线。

选择测距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曲线和折线通过右键结束绘

制。

2.6.2 角度测量

选择测角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2.6.3 面积测量

面积测量包含：三角、正方形、矩形、圆、椭圆、多边形和手绘。

选择面积测量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多边形和手绘通过 Ctrl+

左键来添加或删除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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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箭头

选择箭头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2.6.5 注释

选择注释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2.6.6 SUV 测量

激活 PET 图像或是融合图像，在图像上进行面积测量时，会显示 SUV 测量结果。

包含：面积、SUV 最大值、SUV 最小值、SUV 平均值。绘制一个 SUV 测量，

体数据对应位置会生成一个标记点。

2.7 视图布局

点击视图布局，打开视图布局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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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任一种视图布局，视图区切换为对应的布局。

2.8 导出

点击导出，打开导出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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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以下操作：导出到本地、导出到报告、导出到打印。

2.8.1 导出到本地

点击导出到本地，打开导出到本地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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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4 个导出格式和 2 个导出源，结合导出格式和导出源，可将图像导出到本

地。

2.8.2 导出到报告

点击导出到报告，打开导出到报告子面板，如图：

包含 2 个导出源，选择某一个导出源，对应的图像添加到报告中。

2.8.3 导出到打印

点击导出到打印，打开导出到打印子面板，如图

包含 2 个导出源， 选择某一个导出源，对应的图像添加到打印中。

2.9 2D

点击 2D，返回二维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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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打印

点击打印，进入胶片打印 APP。

3. 设置

点击设置，跳转到设置界面，如图：

3.1 PET 体数据旋转度数

包含 5 度、7.5 度、10 度，设置某一旋转度数后，在图像融合界面播放体数据

时，将以对应角度进行旋转。

3.2 默认导出路径

点击浏览按钮，选择需要导出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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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文件命名规则

选择文件命名规则，导出的图像按照此规则命名。

3.4 显示设置

3.4.1 添加 Dicom 信息

选择图像类型和视图大小，将右侧 Dicom 信息拖动到对应区域，当前信息被添

加。

3.4.2 删除 Dicom 信息

选择图像类型和视图大小，在窗口上右键点击，删除 Dicom 信息

3.5 返回

点击返回，退出设置界面。

3.6 保存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当前设置。

3.7 恢复默认

点击恢复默认按钮，所有设置项恢复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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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小化

点击最小化按钮，程序最小化显示。

5. 关闭

点击关闭按钮，程序关闭。

6. 视图区功能

6.1 CT/PET/融合图像

6.1.1 平移

左键在图像左侧区域按住拖动，图像进行平移操作。平移操作时，CT 图像，PET

图像，融合图像进行联动。

6.1.2 窗宽窗位

左键在图像右侧区域按住拖动，图像进行调节窗宽窗位操作。调节窗宽窗位操作

时，CT 图像，PET 图像，融合图像进行联动。

6.1.3 缩放

右键键在图像上按住拖动，图像进行缩放操作。缩放操作时，CT 图像，PET 图

像，融合图像进行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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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翻页

(1) 滚动鼠标滚轮，图像翻页；

(2) 上下拖动快速翻页条上的滑块，图像翻页；

(3) 在快速翻页条上任意位置点击，图像定位到当前点对应位置；

(4) 翻页操作时，CT 图像，PET 图像，融合图像进行联动。

6.1.5 调节窗宽窗位

双击右下角的窗宽窗位值，打开窗宽窗位编辑框，修改后点击编辑框外区域保存。

6.1.6 竖标尺

按住竖标尺拖动，可对图像进行缩放操作。

6.1.7 对比度

激活融合图像后，图像下方显示对比度，默认是 50%，调节对比度，可便于观

察。

6.2 体数据图像

6.2.1 窗宽窗位

左右键在图像上按住拖动，可进行窗宽窗位的调节。

6.2.2 播放栏

激活体数据图像，下方显示播放栏，可进行体数据播放相关操作。



为卓越医疗

134

1> 播放模式

包含顺时针播放、逆时针播放，点击进行切换

2> 播放速度

点击‘播放速度’图标，可进行播放速度调节

3> 顺时针单次旋转

每点击一次，按钮设置的旋转度数，顺时针转动一次。

4> 播放/暂停

点击播放，体数据开始旋转；再次点击，停止播放。

5> 逆时针单次旋转

每点击一次，按钮设置的旋转度数，逆时针转动一次。

6>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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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后，体数据停止播放并恢复初始位置。

7> 标记开关

点击后显示标记点，再次点击不显示。

第八章 灌注成像使用说明

灌注成像功能入口:

在二维中选择序列，进入灌注成像 APP

建议使用数据:

DSC 灌注序列

1 灌注成像界面

灌注成像界面默认分为三大区域：左侧主工具面板、顶部信息工具栏和视图显示

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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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左侧主菜单

包含以下功能：返回、复位、基本功能、ROI、图像测量、伪彩（参数图）、AIF、

计算、打印。

2.1 返回

点击“返回”，返回到二维界面。

2.2 复位

点击复位，view 区所有操作都被复位。

2.3 基本功能

激活某一图像，点击基本功能，打开基本功能子面板，如图：

子面板包含四个功能：放大镜 x2，放大镜 x5，放大镜（自定义）、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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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放大镜 x2

选择后，在图像上操作，执行 2 倍放大功能，鼠标滚轮可调节放大镜倍数。

2. 放大镜 x5

选择后，在图像上操作，执行 5 倍放大功能，鼠标滚轮可调节放大镜倍数。

3. 放大镜

选择后，在图像上操作，默认 3 倍放大，调节后再次使用，则默认最后一次调节

的倍数；鼠标滚轮可调节放大镜倍数。

4. 探针

选择探针，在图像上操作，显示当前位置以及相邻像素的探针值。

2.4 ROI

激活图像，点击 ROI，打开 ROI 功能子面板，包含：ROI 矩形，ROI 圆，ROI

手绘，ROI 删除。

2.4.1 ROI 矩形

选择 ROI 矩形，在当前图像上进行绘制，会生成一个矩形，标记当前 ROI，同

时在其他图像的相同位置上也会生成一个 ROI，并显示对应的 ROI 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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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ROI 圆

选择 ROI 圆，在当前图像上进行绘制，会生成一个圆形，标记当前 ROI，同时

在其他图像的相同位置上也会生成一个 ROI，并显示对应的 ROI 测量结果。

2.4.3 ROI 手绘

选择 ROI 手绘，在当前图像上进行绘制，会生成一个手绘图形，标记当前 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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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其他图像的相同位置上也会生成一个 ROI，并显示对应的 ROI 测量结果。

2.4.4 ROI 删除

点击 ROI 删除，可删除当前激活 ROI。

2.5 图像测量

激活 MR 图像，点击测量，打开测量子面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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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子面板包含以下操作：测距、测角、面积测量、箭头和注释。

2.5.1 测距

测距包含：直线、曲线、折线。

选择测距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曲线和折线通过右键结束绘

制。

2.5.2 角度测量

选择测角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2.5.3 面积测量

面积测量包含：三角、正方形、矩形、圆、椭圆、多边形和手绘。

选择面积测量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多边形和手绘通过 Ctrl+

左键来添加或删除节点。

2.5.4 箭头

选择箭头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2.5.5 注释

选择注释按钮，在图像上进行操作，生成对应结果。

2.6 伪彩

激活参数图，主菜单上显示伪彩功能，点击“伪彩”按钮，弹出子面板，选择任

意伪彩，当前激活参数图以所选效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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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IF

点击“AIF”，在源图中显示 AIF 矩形框，并在矩形框内寻找 AIF 动脉点：

2.8 计算

点击“计算”，提示是否重新计算，点击“确认”：根据找出的动脉点，计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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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参数图（MTT,CBV,CBF,TTP），重新计算后，此前的计算参数图和 ROI 信

息将被替换；点击“取消”，不重新计算。

2.8 打印

点击“打印”，跳转至打印界面。

3 设置

点击设置，跳转到设置界面，如图：

3.1 默认导出路径

点击浏览按钮，选择需要导出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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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文件命名规则

选择文件命名规则，导出的图像按照此规则命名。

3.3 显示器设置

针对双屏设置界面显示在哪个显示器上。

3.4 通讯协议设置

切换连接的通讯协议是 UDP 还是 TCP。

3.5 显示设置

3.5.1 添加 Dicom 信息

选择图像类型和视图大小，将右侧 Dicom 信息拖动到对应区域，当前信息被添

加。

3.5.2 删除 Dicom 信息

选择图像类型和视图大小，在窗口上右键点击，删除 Dicom 信息

3.6 返回

点击返回，退出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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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保存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当前设置。

3.8 恢复默认

点击恢复默认按钮，所有设置项恢复为默认值。

4 最小化

点击最小化按钮，程序最小化显示。

5 关闭

点击关闭按钮，程序关闭。

6 视图区功能

6.1 相期下拉菜单

激活源图，点击相期下拉框，可切换对应的相期，切换相期，AIF 框不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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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图像类型下拉菜单

激活参数图，点击下拉菜单显示所有参数图类型。点击某图像类型选项，下拉菜

单收起，下拉菜单默认显示当前选择的图像类型，若选择的图像类型存在，则交

换位置；若不存在，则直接切换。

6.3 翻页

(1) 滚动鼠标滚轮，图像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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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下拖动快速翻页条上的滑块，图像翻页；

(3) 在快速翻页条上任意位置点击，图像定位到当前点对应位置。

6.4 调节窗宽窗位

针对源图，双击右下角的窗宽窗位值，打开窗宽窗位编辑框，修改后点击编辑框

外区域保存。

6.5 竖标尺

按住竖标尺拖动，可对图像进行缩放操作。

6.6 基本操作

（1）源图：左键在视图区左侧平移，右侧窗宽窗位；右键在视图区缩放。

（2）参数图：左键在视图区平移；右键在视图区缩放。

6.7 图像-右键菜单

在源图或是参数图上右键点击，弹出菜单，源图上有“调整噪音值”功能，参数

图 上 没 有 ：



为卓越医疗

147

6.7.1 取消

取消鼠标当前选择功能。

6.7.2 ROI

选择“ROI”后弹出二级菜单：ROI 矩形，ROI 圆，ROI 手绘，功能同主菜单。

6.7.3 注释

选择注释后，在图像上点击，可添加一条注释。

6.7.4 调整噪音值

默认 50%，用户可自行调节 0%~100%；激活后，右键菜单再次点击“调整噪

音值”可切换回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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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 添加当前图像到打印

点击“添加当前图像到打印”，可将当前显示的图像添加至打印界面。

6.7.6 添加当前图像到报告

点击“添加当前图像到打印”，可将当前显示的图像添加至报告关键影像。

6.7.7 保存当前层

点击“保存当前层”，可将当前显示的图像导出至本地。

6.8 ROI-右键菜单

绘制一个 ROI，在 ROI 上右键点击，弹出菜单：ROI 保存、ROI 注释、ROI 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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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ROI 保存

点击“ROI 保存”，将当前激活 ROI 生成一个缩略图显示在右侧列表处。

6.8.2 ROI 注释

点击“ROI 注释”，可修改当前 ROI 名称；

6.8.3 ROI 删除

点击“ROI 删除”，可删除当前激活的 ROI。

6.9 时间浓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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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 时间浓度曲线图

以坐标轴的形式显示，横轴表示 0~1024 以内的影像编码；纵轴代表 MR 信号

单位。

（1）绿色曲线代表当前切片层的平均时间浓度曲线（系统默认） ；

（2）左键按住拖动可选择放大区域。

6.9.2 右键菜单

选中时间浓度曲线，右键点击弹出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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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消

取消当前激活功能。

（2）Pre-bouls range

显示两条红色竖线；默认未选中，不显示红色竖线。

两条红色竖线可水平拖拽，调整灌注前计算范围，即参与计算的起始相期。默认

起始相期，用户也可手动调整。调整时，红色竖线不允许超过时间浓度曲线的波

峰。

（3）跟随鼠标联动

实时获取鼠标位置的 1px 的时间浓度曲线，默认未选中。

（4）图表自适应

图表局部放大后，可自适应视窗显示全部浓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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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缩略图

显示所有保存的 ROI 缩略图，点击某一缩略图，视图区对应切换到此 ROI 所在

切片位置，对应时间浓度曲线刷新。

第九章 胶片打印使用说明

通过二维、三维等界面的导出到打印可将图添加到打印中，通过功能区打印按钮

进入胶片打印界面，胶片打印界面也可分为左侧功能栏、顶部信息工具栏、视图

区、打印历史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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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侧功能区

左侧功能区除了导出、打印历史外，其他功能与二维、三维一致，下文主要对不

同的功能进行介绍，其他功能参考二维、三维。

1.1 导出

胶片打印导出只有导出到本地，如图：

导出到本地没有导出源的选择，导出源默认为视图区激活的胶片，导出时只需要

选择导出的图像格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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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打印历史

点击打印历史按钮，打开打印历史面板。

2. 顶部信息工具栏

顶部信息栏包括设置、最小化、关闭；其中设置、最小化、关闭与二维、三维功

能相同，具体操作参考二维、三维。

3. 视图区功能

胶片打印的视图区分为胶片预览区、胶片缩略图区域，打印设置区域，视图区的

相关操作在胶片预览区完成。

3.1 胶片视图区功能

3.1.1 选择窗口

点击选择窗口，可以多选胶片中的图像，进行多幅图的剪切、复制、删除、平移、

缩放、窗宽窗位、旋转、反色、复位操作，支持快捷键：Ctrl、Shift。

3.1.2 剪切

激活需要操作的图像，点击剪切，可进行剪切操作，支持快捷键：Ctrl+X。

3.1.3 复制

激活需要操作的图像，点击复制，可进行复制操作，支持快捷键：Ctrl+C。

3.1.4 粘贴

点击粘贴，可以将剪切或复制的图像复制到空白分格，支持快捷键：Ctrl+V。

3.1.5 L/R

点击 L 或 R，在图像上点击，在相应位置生成标识。

3.1.6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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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删除，可以删除选择的图像。

3.1.7 清空

点击清空，可以清空选择的胶片。

3.1.8 拖拽

点击拖拽，可以将图像移动到需要的位置。

3.1.9 合并拆分

通过选择窗口功能在视图区选择需要的 view 窗口，点击合并拆分，可对选择的

view 窗口进行合并或拆分。

3.1.10 保存当前布局

点击保存当前布局，可对合并或拆分后的布局进行保存。

3.2 胶片缩略图功能

3.2.1 删除

鼠标悬停在胶片缩略图上，弹出删除按钮后点击删除，删除当前缩略图和胶片。

3.2.2 移动缩略图

左键长按缩略图，上下拖动，可以改变缩略图的位置。

3.3 打印任务栏

3.3.1 操作范围

操作范围主要是设置当前的操作范围，包括当前胶片、当前图像、当前序列、当

前检查，针对该范围对应的功能：复位、基本操作、旋转、镜像、反色。

3.3.2 打印设置

打印设置主要是选择打印机、打印机尺寸和胶片的打印方向，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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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和打印机尺寸来源于打印服务，打印前必须设置打印机和胶片尺寸。

3.3.3 打印状态提示

此处显示打印中及打印失败的胶片数量。点击打印中或打印失败跳转至打印历史

查看具体的打印记录。

3.3.4 打印

点击打印，打印当前激活的胶片。

4 打印历史

默认显示当天的打印记录，供用户随时查阅并打印，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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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打印历史列表功能

4.1.1 搜索框

输入姓名或 ID，点击右侧搜索按钮，可以检索出对应的打印记录。

4.1.2 时间筛选

选择不同的时间，可以检索出对应时间段的打印记录，默认显示当天的打印记录。

4.1.3 打印状态筛选

选择不同的打印状态，可以检索出对应状态的打印记录，包括全部、打印成功、

打印中、打印失败。

4.1.4 历史记录列表

历史记录列表中显示打印的相关记录。

4.1.5 打印机设置

打印设置主要是选择打印机，默认选中打印界面打印任务栏中使用的打印机。

4.1.6 打印

在打印记录列表中激活一条需要打印的记录或通过多选框选择多条需要打印的

记录，点击打印，重新打印选中的记录。

4.1.7 翻页按钮

点击翻页按钮，可翻页查看打印记录，包括第一页、上一页、下一页、最后一页。

4.1.8 关闭

点击关闭按钮，关闭打印历史子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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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打印预览

在历史记录列表中可选中任意一条打印记录,此处显示相应的胶片预览图。

4.2.1 放大

点击放大，预览图像放大一次。

4.2.2 缩小

点击缩小，预览图像缩小一次。

4.2.3 平移

左键长按预览图像，任意拖动，可进行平移操作。

4.2.4 复位

点击复位，预览图像执行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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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西安盈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介

西安盈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7 月。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新

区科技二路 72 号软件园零壹广场 D201-F201。公司已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系统企业认定、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9 年获得陕西省、西安市著名

商标称号，并被评为西安市优势企业。始终专注于先进数字医学影像产品的研究、

开发、生产及推广，并致力于成为全球重要的医学先进影像解决方案提供者。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盈谷医疗、关爱生命、科学创新、持续发展”

的指导方针，以发展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数字医疗影像应用为使命，以改善

民族医疗质量为己任，在一支具有高度凝聚力团队的带领下，以卓越的预见力、

严谨的科学态度、执着与坚持的精神致力于自主创新。

公司的目标是成为中国在数字医学影像领域最具有创新能力的公司。公司的

核心价值是远见、创新与诚信；原动力是客户关注与客户满意度；竞争力是有经

验的管理团队与富有激情和创造力的研究开发队伍，以及不懈的努力和持久的坚

持。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二路 72 号软件园零壹广场 D201-F201

电话：029-88453401

传真：029-88452505

网址：www.accurad.com

邮件：images@accurad.com

邮编：71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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