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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关于 RAySAfe i2 系统

图 1. RaySafe i2 系统概述 

RaySafe i2 系统包含下列组件： 

* 剂量计 

* 实时显示屏 

* 剂量查看器（计算机软件）

* 剂量管理器（计算机软件）

* 底座（剂量计与计算机数据对接的底座） 

* 剂量计支架（存放剂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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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如何工作
剂量计每秒测量并记录 X 光曝光量，并以无线电将数据以无线的形式传送到实时显示屏。

实时显示屏在范围内一次显示多达 8 个剂量计的实时剂量曝光。 颜色指示条（绿、黄、
红）表示当前受到曝光的强度。 个人累积剂量显示在颜色指示条旁边。 轻点剂量计名称，
用户即可以独立显示的方式查看历史数据。

剂量计未使用时，应从实时显示屏上拿开并存放到剂量计支架上。

更详细的剂量历史信息可从连接到计算机的底座上传送出来，并用计算机软件（剂量查看器
和剂量管理器）查看。

剂量查看器软件也可用来管理剂量计、更改剂量计名称、颜色以及重置剂量历史。 剂量管
理器软件是对剂量信息进行分析、报告以及存档的高级软件。 它可管理多个剂量计，并能
通过医院网络或从 USB 存储器中检索多个实时显示屏的剂量信息。

关于本用户手册
本用户手册用于帮助用户安全并有效地操作相关产品。

在操作产品前，请务必阅读这些使用说明，须特别注意并严格遵守其中所有的“警告”与“
小心”通知。 

警告 警告提醒您可能有潜在的严重后果、不良事件或安全隐患。 对警告不予理会可
能导致操作人员或患者的重大伤亡。 

小心 一条“小心”消息提醒您应特别小心，注意安全并有效地使用产品。 对小心信
息不予理会可能导致轻微或中度的人身伤害，或者是产品或其他财物损坏并可
能带来造成严重伤害的风险，且/或造成环境污染。 

注意 注意消息将异常之处提示给操作人员。 

这些使用说明涵盖了最大数量的选项与附件，对产品配置进行了广泛的描述。 您的产品不
见得具有所描述的全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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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剂量查看器
剂量查看器介绍
剂量查看器应用程序让您通过底座连接到剂量计，一次连接一个： 

* 查看剂量计的剂量历史。 

* 更改剂量计选项，例如完整名称或显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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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剂量查看器概述

当您开启剂量查看器后，可使用下列项目： 

表 1. 剂量查看器信息  

项目 描述

1 应用程序菜单 访问剂量查看器选项对话框，参阅第 ”指定密码与语言” 
(17)“指定密码与语言”一节。

2 首页工具栏 要访问工具来导览剂量图与剂量表，参阅第 ”首页工具栏
概述” (8)“首页工具栏概述”一节。

3 剂量计面板 显示并管理放置在底座中的剂量计选项。 只有当剂量计放
置在底座中时，您才能访问并更改剂量计选项，参阅第 ”
剂量计面板” (10)“剂量计面板”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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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描述

4 剂量图 要以图查看剂量历史，参阅第 <?> 页的“查看剂量图”一
节。

5 剂量表    要以表查看剂量历史，参阅第 <?> 页的“查看剂量表”一
节。

开始使用剂量查看器
注意  除非计算机上已安装剂量查看器与底座驱动程序， 

否则不要把底座连接到计算机。 

按下列步骤开始使用剂量查看器： 

1. 启动剂量查看器应用程序。 

2. 将底座连接到计算机的 USB 端口。 

3. 将一支剂量计放在底座内。 几秒钟内，剂量查看器会检测到剂量计。 在剂量查看器窗口
上方会有消息提示“已连接到剂量计 100001158”，此处的剂量计 100001158 为一个
剂量计 ID 的示例。剂量查看器会开始载入剂量计的剂量历史。 这可能需要花费数分钟时
间。 您可以在剂量查看器窗口底部的进度条上看到进展情况。 

首页工具栏概述

图 3. 首页工具栏

从首页工具栏您可以找到导览剂量图与剂量表的工具。 

首页工具栏有下列项目： 

表 2. 导航组 – 剂量历史导航的访问工具 

功能    描述

撤销缩放按钮   返回缩放操作的上一步，显示上次选择的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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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描述

恢复缩放按钮 继续缩放操作的下一步，显示上次撤销缩放操作之前所选
择的时间范围。

显示所有按钮 显示选定剂量计的所有可用数据。 

时间范围自任一剂量计开始测量剂量的第一天起算，到任
一剂量计同步的最后一天为止。

向左按钮 将时间范围往回移动一步。 如果您已选择年/月/周/日，时
间范围会往回移动一个年/月/周/日。 如果您已另选了一个
时间范围，则这个时间范围会往回移动大约 10% 左右。

向右按钮 将时间范围向前移动一步。 如果您已选择年/月/周/日，时
间范围会向前移动一个年/月/周/日。 如果您已另选了一个
时间范围，则这个时间范围会向前移动大约 10% 左右。

日按钮    查看当日剂量历史。

周按钮 查看本周剂量历史。

月按钮 查看当月剂量历史。

年按钮 查看当年剂量历史。

表 3. 高级导航组 

功能 描述

起始时间按钮 已查看时间范围的起始日。

终止时间按钮 已查看时间范围的终止日。 

表 4. 数据筛选组 – 选择哪些信息在图中可见 

功能 描述

累积剂量复选框 在图中显示/隐藏累积剂量。

剂量率复选框 在剂量图中显示/隐藏剂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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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描述

显示详细信息复选框 已勾选： 图会显示每秒的剂量率样本，若此数据存在的
话。

未勾选： 图将显示每小时的平均剂量率。

剂量计面板

图 4. 剂量计面板

剂量计信息 
把剂量计放入底座后，下列信息是可见的：

表 5. 剂量计信息 

项目 描述 

完整名称 剂量计使用者的完整名称。 

显示名称 显示在实时显示屏的在线视图中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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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描述 

临床角色 医生、护士、技师或其他选项之一。

剂量计 唯一的剂量计系列号。

剂量计位置 头部、躯干、手部、腹部、腿部或其他选项之一。

电池状态 剂量计的电池状态： 

• 绿色： 正常使用。

• 黄色： 正常使用。

• 红色： 正常使用 4-6 个月之后需更换剂量计。

• 带叉的电池： 无剩余电量。 剂量计既不测量辐射，也
不与实时显示屏通讯。

剂量信息

表 6. 剂量信息

项目 描述

累积个人剂量 剂量计在本年度或自上次重置剂量历史以来所测得的总剂
量，单位为 Sv。 

上次重置时间。

年度剂量的百分比 剂量计在本年度或自上次手动重置剂量历史以来所测得的
年度累积剂量，单位为 Sv。 

剂量会话 1 与会话 2 剂量值的里程量表。 自上次重置剂量会话以来的累积剂
量，单位为 Sv。 您也可以重置这些值。 参阅下面的“注
意”信息。 

上次重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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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描述

个人总剂量 某剂量计自上次重置剂量历史以来的总曝光剂量。 

上次重置时间。

注意 已在剂量查看器中做了重设操作的剂量会话不会在计量管理器中作为事件出
现。 

选择摘要 
从剂量表或剂量图中查看您选择的剂量数据的摘要（参阅第 ”查看剂量图” (15)“查看
剂量图”一节，与第 ”查看剂量表” (16)“查看剂量表”一节）。 您也可以通过单击清
除选择来清除选择摘要字段的内容。 

更改剂量计选项
按照下面的说明来更改剂量计选项： 

1. 确认底座已连接到您计算机的 USB 端口。 

2. 将一个剂量计插入底座。 计算机会自动检测剂量计，同时剂量计信息会显示在剂量查看
器中。 

3. 单击剂量计选项来访问剂量计选项对话框（参阅第 ”图 4. 剂量计面板” (10)“图 4. 
剂量计面板”）。 剂量计选项对话框包括两个选项卡： “信息”选项卡与“设置”选项
卡，如下所示。

注意  如果设置了密码（参阅第 ”指定密码与语言” (17)“指定密码与语言”一
节)，那么访问剂量计选项对话框将受密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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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计选项

图 5. 剂量计选项，信息选项卡

在“信息”选项卡中，您可以： 

* 编辑剂量计信息（完整名称、显示名称、剂量计位置、临床角色、年度剂量限制值），
选择一个显示符号并指定一个颜色，它将显示在实时显示屏界面中。 显示名称用于在实
时显示屏上识别剂量计。 名称不超过 16 个字符。 不过，在实时显示屏的在线视图中，
显示名称可以缩略显示。

注意 剂量计的剂量测量取决于多种因素，如剂量计放在身体的何种部位，以及是否
使用了会对剂量计测量产生屏蔽作用的 X 光防护装置（例如铅围裙）。 在年
度剂量限制中也须考虑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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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剂量计选项，设置选项卡

在“设置”选项卡中，您可以： 

* 查看剂量计时钟，并把它与计算机时钟同步。 

* 设置实时显示屏模式为显示或隐藏，以决定剂量计在实时显示屏上可见或不可见。 

* 设置电源模式为打开或关闭，可将剂量计调到运行模式或节能模式。 处于运行模式时，
会与实时显示屏通讯，同时开始登记剂量数据。 处于节能模式时，不会与实时显示屏产
生通讯，也不会登记剂量数据。 

* 重置剂量计的剂量历史 – 这会将剂量计中的所有剂量数据永久删除。 

* 查看电池状态与固件版本。 

警告  确保计算机时钟是准确的，否则剂量历史数据会因时间差异产生推移，从而造
成数据失准。 

注意 如果您要更改时钟数字，剂量历史必然会被重置。 这是自动完成的；您所要做
的只是确认这一操作。 对剂量计时间做同步操作时，其内部时间会被同步为与
计算机主机时间相同，包括 Windows 时区设置。 如果您使用多个剂量计，应
当用同一台计算机来进行时间同步，如此才会使时间参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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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您需要将时间往回调整到一个存储了剂量历史的时刻，那么剂量历史将被
重置，而使所有的剂量历史将会消失。 这是自动完成的；您所要做的只是确认
这一操作。

注意 同步操作会立即生效，您无需按保存按钮。 

查看剂量图

图 7. 带选定范围的剂量图（垂直的红色虚线）

在首页菜单工具栏中使用数据筛选面板，选择图中哪些信息是可见的： 

* 累积剂量图，右轴 – 蓝色图 

* 剂量率图，左轴 – 橙色图，显示每秒的剂量率样本，若此数据存在的话 

* 显示详细信息：  
已勾选： 图会显示每秒的剂量率样本，若此数据存在的话。  
未勾选： 图将显示每小时剂量率平均值 

图涵盖您选择的时间跨度，选择的方式为下列其中一种： 

* 从高级导航面板中选择。 



16

RaySafe i2 剂量查看器用户手册 –  使用剂量查看器

* 从导航面板中选择。 

* 或者，在图中以左键单击并拖动（缩放）。 

选择摘要
您也可以在剂量计面板的选择摘要字段中选择一个时间跨度来做摘要。 在图上按住 shift 键
的同时，以鼠标左键点击并拖动来进行一个选择。 图中两条红色的垂直虚线表示选定的时
间跨度。 “选择摘要”字段中提供了起始时间、终止时间、时间跨度、累积剂量、峰值剂
量以及平均剂量率等信息。 

查看剂量表

图 8. 带选择范围的剂量表

在剂量表选项卡上，您可以查看一个表格，其中含有： 

* 累积剂量值。 

* 剂量率的值。 

表格涵盖您选择的时间跨度，选择的方式为下列其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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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航面板 

* 高级导航面板。

选择摘要
您也可以在剂量计面板的选择摘要字段选择一行或多行来做摘要。 选择摘要字段中提供了
起始时间、终止时间、时间跨度、累积剂量，以及平均剂量率等信息。 

若显示详细信息（在数据筛选面板上）复选框已勾选，则表格会列出第二级数据，如此数据
存在的话。 

指定密码与语言

图 9. 程序选项对话框

在应用程序菜单（主窗口左上角）-> 程序选项对话框中（参阅上图），您可以： 

* 指定密码来保护对剂量计选项对话框的访问。 密码仅当您需要更改剂量计选项时才会用
到。 其他人仍可查看剂量计数据。 

* 更改应用程序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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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剂量查看器程序的版本。 

注意  联系您当地的管理员以咨询密码规则。 

注意  如果您遗失密码，请与您当地的管理员联系，请他重新安装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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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剂量计
介绍

图 10. 剂量计

此剂量计是一种积极的剂量量表，其设计确保在整个生命周期可免维护使用。 

通过使用随机附送的 8 种内置颜色之一，您可将剂量计的外观个性化。 （从剂量计选项对
话框中选择以何种颜色在实时显示屏上显示，参阅第 ”图 5. 剂量计选项，信息选项卡” 
(13)“图 5. 剂量计选项，信息选项卡”。） 

剂量计测量工作人员的 X 光曝光量。 在用剂量计测量曝光时，最好是在未经任何 X 光防护
服屏蔽的状况下使用。 

开始使用
按照下面的说明开始使用您的剂量计： 

1. 确认剂量计的电源模式设置为开启，参阅第 ”更改剂量计选项” (12)“更改剂量计选
项”一节。 

2. 使用剂量计背部的夹子，或是剂量计提供的的挂绳，把剂量计戴在您的衣服上。 

剂量计现在开始记录剂量值，并将它们传送到范围内的实时显示屏。 您也可使用剂量查看
器通过底座来读出所记录的剂量值（参阅第 ”开始使用剂量查看器” (8)“开始使用剂
量查看器”一节）。 

参阅系统手册，以了解有关剂量计内存与在剂量计和实时显示屏之间数据传输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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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底座
介绍

图 11. 底座

底座是一个数据对接器，可让您通过它将剂量计连接到计算机进行数据读取，也可以将剂量
计选项写入剂量计。

开始使用
注意  除非计算机上已安装剂量查看器与底座驱动程序，否则不要把底座连接到计算

机。 

1. 启动剂量查看器应用程序。 

2. 将底座连接到计算机的 USB 端口。 

3. 将一个剂量计放在底座内。 

几秒钟内，剂量查看器会检测到剂量计。 在剂量查看器窗口上方会有消息提示“已连接到
剂量计 100001158”，此处的剂量计 100001158 为一个剂量计 ID 的示例。 

剂量查看器会开始载入剂量计的剂量历史。 这可能需要花费数分钟时间。 您可以在剂量查
看器窗口底部的进度条上看到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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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剂量查看器与底座

表 7. 剂量查看器与底座故障排除

问题 解决方案

此剂量计未出现在剂量查
看器中

检查剂量计是否正确放置到底座内

剂量查看器检测不到底座 • 检查底座与计算机之间的 USB 连接。 

• 手动安装底座驱动程序。 全部驱动程序文件都存放在
安装 CD 的“CradleDriver”文件夹中。 安装了剂量查
看器之后，这些文件也会被复制到应用程序安装文件夹
内。 当 Windows 检测到连接了底座时，会显示一个驱
动程序安装对话框，选择使用 CD 或应用程序安装文件
夹内的驱动程序文件。 

我忘记了密码 请与您当地的管理员联系，请他重新安装软件 

系统要求
剂量查看器对系统要求如下： 

* 操作系统： Windows 7、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XP 

* .net 3.0 

* 至少一个可用的 USB 端口 

* 至少 1 GB 可用的系统内存 

* 至少 1 GB 可用的硬盘空间

* 推荐屏幕分辨率至少为 1024 x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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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户手册
* 剂量管理器在另外的用户手册中描述，可以从计量管理器软件的“帮助”菜单中找到。

* 此剂量计在随机交付的一本快速指南中有描述。 

* 实时显示屏在系统用户手册中描述。

* 关于安装与维护的更多信息，可以从随系统交付的服务手册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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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剂量计与实时显示屏/剂量查看器内存 
在剂量计的剂量率内存中被覆盖的剂量率样本，在实时显示屏中仍可能找到。 

如果在实时显示屏和剂量计剂量率内存中均没有剂量率样本，则实时显示屏和剂量查看器会
根据累积剂量值，显示剂量率平均值来代替（参阅下图）。 

实时显示屏与/或剂量查看器内存中均没有剂量率样本的情况出现在： 

* 剂量计受到辐射时，不在实时显示屏的范围之内。 

* 剂量计的剂量率内存中的剂量率样本被覆盖。 

图 12. 剂量查看器图表。 在剂量率样本缺失的状况下，黄色曲线显示了根据累积剂量（
蓝色曲线）计算出来的每小时的平均剂量率。 

注意  上图所描述的同样的效果也可以通过在数据筛选面板上取消勾选显示详细信息
复选框来达到（参阅第 ”查看剂量图” (15)“查看剂量图”一节）。 



24

RaySafe i2 剂量查看器用户手册 –  技术数据

时间管理
剂量计以未经夏令时调整的本地时间记录剂量历史。 在展示剂量历史时，其夏令时在实时
显示屏、剂量查看器或计量管理器中进行调整。 

夏令时改变时，会发生下列情形： 

* 进入夏季时，剂量日志额外增加一个小时，这个小时是没有剂量数据的。 

* 进入冬季时，两个小时的剂量数据将被合并成一个小时。 这个小时当中没有剂量率的详
细信息。 当从夏季改成冬季的时候，不显示合并的两个小时的剂量数据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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