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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FT-619型肾图仪是:一种新型的，性能优良的核医学仪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仪器的

主型性白色，尤其是mì1ll直探头性能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本文详细介绍了 FT-619型肾图

仪的地直器设计， J)f.眼 Ì11设计、探测效率及国内外同类仪器对比悄况等。

关键饲肾图仪准直格点源响应曲线点源灵敏度



DESIGNING MEANS AND SPECIFICA

TIONS FOR MODEL FT-619 KIDNEY 

FUNCTION INSTRUJ\在ENT

Yu Yongding 

(Beijing Nuclear Instrument Factory) 

ABSTRACT 

1n this paper , it is pointcd out that the Il10del FT-G19 Kidncy Function 

Equipment is a new cost-effective nuclear medicinc instrument , which takes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China. The performancc of the model FT-619 , espe

cially the lead collimated scintillation detcctor has reached the same level as 

the advanced equipment in the wor1d market. H is also described in this 

article in detail that the design of the lead collimator and the shielding as 

well as the detection efficiency have achieved the optimum level and _ a 

comparison with foreign products has beeñ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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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到仪 ~è tJi ]:;乒协ii原J1JJ.而说计的.肾脏址人体的主!&i排泄器官之一 • VF多代i射产物和无用

物质均经肾小球过烛或肾小tl' :íì-泌，陆尿 1伐排出体夕|、.人体内的马尿酸的就是肝脏f仰马拉过程Ij l

合成的一种无用物质，通过肾小节分泌阳尿i削11:[11 体外的.根据示~j~邱 )1旦，把 13 11邻刚1\ 马尿限

制约~险者静脉注射以后，放射性药物 11!l随 JflL流进入肾脏. 111 时小节上皮到II}Jé!吸收并分泌到

肾小位管腔内，盹尿液汇绕到J '11 d.t. 经 ~6rr尿节目L入 l的脱f.1r.出体外。我们用探测器探测到两 1牙

的放射性m度变化 Illl 线即是肾图，它反映出总肾功fj~ ;f口分肾功能以及输尿管:ìil1 1回 ll'l况~。良

好的ìfll ]立 fu'性能是保证扣测站呆可血和 ìfH确的关键。只有(m:I~[;m设计合理，才能保证对肾脏

各个部位的探测效率一位性好，才能准确、 ï'fS.飞。 111 然， !出机的 I也气性能.数据处J:'II J]}Jfj~ J'U 
机械纠构也十分m型。以下则立J 1Ti ì'Jì仓 ìW)' ，: 附设计和探测效率的提i坷。

一、准直器设计

illl :ill:器有各种类型，其巾张 ffJ 型准立器具有企敏感 l豆大、视野 f(j Jft大、灵敏度 i坷的优点，

适合于j脏器功能的怆贺。肾图{且是训起人体肾脏功能的专用仪器，因此采用张角型jfË直器。

Ifll直器的作用是在探测器的lìírl;ïlN在一定的空间 (UP (往直器视野〉侦该区域内被探视q 的

脏器或部位的γ射线通过ìill直器孔迫进入问;烁探头，而该区域以外的脏器或带I1忱的γ射线尽日

被挡住而不能进入闪烁探头。这就要求ìfll 直器的点源响应曲线满足以下要求:将一个 131 1点

源置于距品休前到IlJ而Hcm处 (H为工作距离 ， cm.H=d+儿其 rl1d为陆体与泊1]tr.悍的距离，

h为 ìill直器与放射源的距离) • ，1，旦前{沿弧线移动，当移到铅准直拇内层延长线上时，叩 ~E巾心

轴线为R时 (R 为视野半径， cm) .此时所诅，IJ计数二十吕应不小于中心轴线时计数平的90 0/0; 当

移到 1. 2R时，计数率应小于 1*'心轴线时计数率的50%; 当移到1. 4R时，计数率应小于 11' 心轴

线时计数率的5%; 点源继续远离中心轴线时，计数和应小于巾心轴线时计数率的1 份。满足

上述要求的ì-fIl直器所探测到的 Y 射线就是受检者在视野范围之内的放射性活度被记录的结

果。

在J佳直器的设计巾还应考虑以下儿点: (1)视野范围哭大而适当，}.草包括全部被测脏器，

以使探测到全部脏器的γ 射线。如果视野直径小，只包括部分脏器，则将带来对位不准造成

的测蛊误差。据一些医学资料报道，我国成年人正常'肾脏的大小$纵向为IO"-'12cm，横向为

6"-6.5cm o (2) 丑敏度更高，自然本底~低，以提高信噪比，提高测f茸的准确性。 (3) 肾

脏可以看做是个体i邸，从体表着进去，有个深度变化，要求深度响应好， np探测到的计数率随

深度变化耍小。 (4)要求两肾之间的相互彤响愈小愈好。总之，在设计准直器时，应根据上

述原则进行全面权衡以确定准直器只寸，才能得到合理的性能优良的准直器。上述原则也符

合国际上同类产品的设计准则。

二、蔽屏罩的设计

屏蔽罩的屏蔽效应是设计中必须考虑的问题。所谓屏蔽效应好即指屏蔽漏出蛊小。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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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肝.蔽r;1.外部陆少边测 10 点，特别是肝蔽.\fl.与 ìfll :lli:桦的选纺她的漏出世必须测试.将放射训

放置在与探头肝蔽m外部任何非1] t~ frl!il (I(J地方，抑自!q揣测得的计数串l!1l表示该点的肝~ i邮漏出 j毡，

应以业lH~Ì"十数 1千t it{j百分1&形式表示111 米。 r~rm;J占 ìfl~计数事JJ:指当放射源放且在特定((Ë直棉 rll

心轴线上的时候， ;{I:~~H层组 ìfl\ ]~I: j榕的'1'111况下是在有效1i!;~R上，平1: :JI; 1也 ìlli JJ: H~ t'I{J 'IW况下是布距

ìIH且那前瑞丽10cm处!î)j- ì贝H号的计业率。

我们曾对四他四门子公司的'171刽仪和1某些 11，1 J'~"lt r1-1 仪:ìll: hT }Jf， j白白';'1. (I( J lJf.脑部! LI:I :l止测试。

实现，q 在~~i~~~~ 1 西门子仪铀的旧帐11MB hU民小，耻大irlHH ，i ， k 小于[)% ;\丑产仪部肝i临漏出 i在较大，

it~大闲LH 1止有的为58%0 挂?r.丰1" 1'I(j 跑过 100 0/0 (扣 lJ i， j(:在~! I:'{. 与 ìfli J!í榻的边站处) 0 151此，我们在

川蔽1ft:皮及在li柏7)而前1; 蚀了 !t午到:、考虑，从而大大降低丁nI然本底和1J i!. lIi~ im IU r;t 。

三、探测效率的提高

j足 ïf:j探测放卒. )二日战少 .IJ.I，者川到(1 3 1I)剂址，这JJ:设计肾因仪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融化悄(节的探测郁的探测放2年证可以用数学公式计绊f \J ~快的。一般分为入射本征效;年:

和惊本征放率。入射才二征放取c (E) i，此 JJ: ;H能 rïl为 E(I甘备向同tU(!也辐射光子而7言，被扣百!q

)11J的部分与入SH )iIJ 品休表而上的光子的百分比。视i才二征效 zflos(E)就是对fì~ :Ii1 7!/E的各向同

性单包 ~lii~H光子而iJ，被探测 :élJ i:{J部分与7JJÍÎ (I\J全部结JQ'f 光子的百分比。 Qj主 171 体 ^ti!Jíl!开张的

立体角。

入射 ïI王征效率的计J~公式

。)=古J[I-叫(_'tx)Jω 
rJ~ Z 

4πQ=2πI ~sinOd9=2π(1 一一三二二二二)
Jo 、 ..IZ 2 +r2 ' 

D=-!:-( 1-__! >
一 2 \," "/Z2平-，:r-'

(1) 

(2) 

式中x是O ， r和Z(I(J 网:放。 4π QJ主 1日1休 5(~'l~，源所 5L己的立体角， JEz和 ril~ iill'1 数。 z 范盯1体到}~t..

源的距离。 r是晶体的半径。

源本征效率的计算公式

。e(E)=lld/nO (3) 

式 ~1:l lI d 为探测牢， 110 ~'')源的绝对γ发射率。

由上边公式看tli: ìJEt木征效率丑刷品体尺寸、 j罕度. i~1:能及放射源的位置、立体角等因

素有关。

我们选用了高灵敏度、低l噪，Jf (1阳光电倍增智和在光效率高的晶体。用优值7R找电气系统

的最佳工作条件。我们测提了FT-619l也肾图仪探头的源本征效率，测量结果列予表1 。

文献[4]给出一系列经严格计算的布I~化讷(节的晶体的计算效率。选用有关部分列于

农2 。
从表1 和表2可知，实测值与理论值很接近，但由于能量及晶体只寸的差异"点源几何位

置的不准确性等因素都带来误差，所以二者的比较是不够严谨的。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定性

地说明FT-619型肾图仪探头的探测效率是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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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1 FT-619型肾图仪镇化制(铠〉晶体的源本在E效率实测值

，11， 1年尺寸. mm 

中50><5口

中50><50

，Ih 体尺寸. inch 

命2X2

中2X2

能 111:. McV i版 !.1 .!1， <<;间的Bú 肉. cm 

0.364 5 

0.364 10 

表2 确 1也铀(钝)晶体的源本但效率理论值

能 址. McV 源与 111 体间的距离. cm 

0.333 ‘俨' 

0.333 10 

四、其他问题

i服水缸放 lt: (J:.(lUl) • % 

2.94 

1.10 

ìV/.本征放rtI(点源) • % 

3.42 

1.11 

以上时吃的问题则是时因仪说计的基础。只有上述问题解民好，才能高效率地、准确可

11'M也探测到双肾 fl/~放射性i舌度。接下米应该考虑的是二次仪表的电气性能问题。要求脉冲放
大Uri具有良好的线性，稳征性反过就能力。四别指则必须班别特性好、阔值钱性好，在1应性
商。线性Z丰1我的直流输出也j卫与输入计数~~也应有良好的线性关系等。在E结构设计方面要求操

作简便灵活。这里不作详细介绍。现已配上微处血机，增加I数据处理功能，自动计算肾图各
项参数，并且实时显示肾困曲线及打印出肾因报告。肾图程序的主哭功能如下 z

①校准阿侧探头探测效率的一致性。

②自动恻虽本底计数。

③自动起功、自动换趾程及自功扣除本底计数。

①实时显示、分别显示左肾、右特的忏因 1111钱，同时显示双肾的肾困 1111 钱。

⑤数据处理z 自动分析计算肾因各项参放和指标(包括肾脏指数RI 、 C段下1~f.半时间Ta/ 2 •

峰时Tb .15分钟残留~~J. .分浓缩率、肾脏指数茬:RID ， JIJ条值泣BD、峰时益TbD及a ， b ， c值)。

@特殊处理 s 对特殊病人可延长测量时间到30min 或提前结束。也可巾间暂停离去，回

来后继续测量，操作者均可通过技键实现。

⑦手动移动光标。

⑧测量结果有·盘，具有永久性保存病例的作用，括要时可读盘，重新显示和打印。
⑨打印肾图曲线及各项参数指标。给出一式两份病例。

⑩{乍迫尿肾图处理。

五、与国内外同类仪器对比情况

FT-619型肾图仪的主要技术性能达到或接近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达到了国内先进水

平。下面给H~FT-619型肾因仪样机与i!!i德i!!J门子公司肾图仪主:男性能对比测试结果，列于表

3.与国内其他「家生产的肾图仪主要性能对比测试结果，列于表4. 图 1 .图2分别为FT-619型

• 4' 



肾困仪和西门子肾困{义的ìf~直棉响应 IUl 钱。图3 、因4分别为 FT-619~~~ '1号图仪和地安f义精广肾

因仪的 ?1H直部响应 rlll 钱。

回别，广东仪#罪名称

寝3 两种仪辑对比拥试结果

|悯叫(S(1I~广肘-610 lIt' 'f 1刮 Irn J书德阁，网门子公司'/'1'阁仪

J!.t 部{灵敏1Jf. lI-数 /(min . uCi) 

自然本底. cpm 

视野111圣. cm 

两n~1I王Z膨响

li1南1iìI，l 出:Iìt

>O.OX 10. 

1000-1200 

lO(h=O) 

趋于 1 0/0 {1t=0}

J~ 洲 10点.1ii 火漏 11j1在 <10 0/0.

1t余各 .1，'，(为本 nì: f{[

裴4 国产肾围仪主要性能对比测试结果

二.O.OX 104 

1000-1100 

12 (11=0) 

档子1%(lt=O)

;.11，测 10点，战火汩山旺<5%.

Jt余各 J!.t为水底的

厂凉… |叫帮广川9l1'l'/'I酬|四11陇哩士土L 北京医疗仪器厂阳仪
点源灵敏皮 .H 鼓J(min' μCi)! 0.78 x 104 (H =20cm) I 0.68x 10 4 (1:问叫 !川阴阳=!!Ocm)
自然本底. cpm I 1000-1200 I 7.000 1200 

10 (h=O) 

足于1% (h=O) 

3 (h=O) 

趋于4% (h=O) 

5.6 (1t= 0) 

/ 

视野草径. cm 

两?于相互影响

府舷漏 IU :ßl: 共测 10}.\t.报大翻 111 m:为6.7侈. I~~测 10 ，仅.1il 大iIil 111 Jit 为58铃 .I~t 测 lO J!日， Jil火漏出1it为 i8铃，

其余各 l.\J~水底的. In余为 15-27 1!h IJt余各成为20%左右.

t.l:. H为点源到晶体端罚的距离.

<1 =19.7c lII 

<1= 17.5cm 100% 

100% 

150" 
50" 

15cm 0 ,", SQCm 
:0" 

图 1 FT-619型肾图仪浓直器响应曲线 图2 西门子肾图仪i佳直锦响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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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 

50 ,", 50 ,", 

0,", 
0% 

图 3 FT-619型肾图仪i佳直器响应曲线 图4 延安仪器广肾图仪准立器响应曲线

六、临床试用情况

1983年9月""， 1984年5月 FT-619型肾阁仪在北京阜外医院进行了临床试用。共检查患者

104人，其中44例做了肾扫描或肾Y动、静态照相。二者检查结果基本相符者40例，有差异者

4例。诊断符合率>90 0/0.该仪器性能稳定可靠、操作简便，受到用户欢迎.用户在临床试用报
告中指出，该仪器"改善了准直仪......从临床使用的角度，希望被测脏器的放射性尽可能峨

地进入探头，而周围本底尽可能的少，以提高信噪比值。本探测仪的准直器特性曲线符合这

一要求，与西德西门子肾图仪近似"。 "提高了探测效率，减少了自然本底计数和屏蔽漏出

量。......屏蔽漏出量大大小于国内同类产品，接近西 iL H水平"。

FT-619型肾图仪自 1984年以来巳投产两批40台并销售到全国各地29家医院，正在为肾脏

疾病的诊断，为核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七、小结

该仪器的性能接近四门子公司同类产品的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气正，王由于我们是

严格按照国际上理用的功能仪设计准则而进行设计和研制，所以才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

铅lfli直探头的主要性能达到或接近四门子肾图仪的水平，这是国产肾图仪在主要性能上首次

达到或接近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当然 FT-619型肾图仪还有不足之
处，机械结构上显得笨重，准直器不是置换式的，不能同时适用于成年人和儿童。现巳配上

微机系统，增加数据处理功能。随着核医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提展，增加肾图仪的鉴别功能

和辅助诊断作用是今后改造的方向。

说明 g 参加本项目结构设计人员有王铁相，代主得，在此表示威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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