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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版本
用户手册包含下列产品：

主机版本： 8201011 探头版本： 8202011

8201021 8202021

8201013 8202022

8201023 8202031

8202040

8202041

8202050

8202060

8202062

8202070
 

用户手册描述与Unfors Xi铂金加强版兼容的RaySafe Xi

关于用户手册
用户手册旨在帮助用户安全有效地使用所描述的产品。

在尝试使用产品前，请务必阅读使用介绍，注意并严格遵守警告和注意事项。

警告 警告提醒您潜在的严重后果、不利的事件或安全风险。不注意警告事项可能导致使
用者或患者的严重受伤或死亡。 

注意 注意事项提醒您安全、有效地使用产品时需特别注意的地方。不遵守注意事项可能
导致人员轻度或中度受伤或者产品或其他财产的损坏，也可能导致远期更严重伤害
的风险，并／或引起环境污染。

提示 提示突出不寻常的状况为使用者提供帮助。

这些使用介绍描述了产品最全的配置，最大数量的选配功能和配件。并不是每个描述的功能
您的产品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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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SAFE Xi
RaySafe Xi适用于医用放射影像设备的检测。RaySafe Xi不适用于患者检查时使用。

RaySafe Xi 由一个主机和几个不同的外部探头组成，用于进行如下测量： 拍片机/透视机
(R/F 探头)、乳腺机（MAM 探头）、AEC 或 ABC 系统（透明探头）、CT 机（CT 探头）、 
周围环境光照度和光源亮度（光探头）和散射线或低水平辐射(散漏射线探头。

探头与主机之间的通信完全采用数字方式，从而最大程度降低了对机械或电子应力的敏感
度。 主机还可以配备可选的集成式球管电流表  
(mA/mAs)。

RAYSAFE Xi 探头

 · R/F 探头带有两个传感器： R/F high 传感器用于传统的高剂量率测量，这些测量值通常
在探头与 X 射线源之间没有模体的情况下产生。 R/F low 传感器用于低剂量率测量，这
些测量值通常在探头与 X 射线源之间有模体的情况下产生。

 · 乳腺探头同时适用于低剂量率和高剂量率乳腺X线机。

 · 透明探头是辐射可视足迹非常小的固态探头。 它专用于 R/F 探头会影响 X 线机自动曝
光控制的测量场合，可以作为 R/F 探头的补充。 透明探头用于模拟扁平电离室探头的响
应，因此不具有反散射保护。

 · CT 探头是一个电离室，用于测量CT 剂量，例如剂量长度乘积 (DLP) 和 CT 剂量指数 
(CTDI)。

 · 光探头用于测量 LCD 和 CRT 监视器及读片灯箱的亮度，以及测量诊断 X 射线应用环境
的照度。

 · 散漏射线探头用于测量 X 射线管或检查室中的漏射线或散射线，以及 放射性同位素的 
γ 射线的泄漏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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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SAFE Xi 主机

RaySafe Xi 主机分为两个版本： 一个具有 mA/mAs 测量功能，一个不具有此测量功能。 对
于 RaySafe Xi 探头，只要主机固件支持探头，这两个版本完全兼容并且可以互换探头（请参
见技术参数）。 在本手册中，除非另行说明，否则所有信息同时适用这两个版本。

RaySafe Xi 主机自动识别所连接的探头并显示可供该探头使用的设置和参数。

内置的主动补偿功能可以针对不同的光束质量、滤过和温度自动实现修正。 在透视测量、
散漏射线测量或光测量期间，测量值会持续更新。 数据将发送到串行端口，RaySafe Xi 附带
的软件程序 RaySafe Xi View 将测量数据及波形显示在电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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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
1. 选择两种RaySafe Xi 电缆（2 米和 10 米）任意一条，将所选 RaySafe Xi 探头连接到 

RaySafe Xi 主机。

 

2. 根据要求放置所选传感器。

3. 打开 RaySafe Xi（如下所示的ON/OFF（开/关）按键），将显示仪表专有的设置信息。 在 
SENSOR MENU（传感器菜单）中，可以为测量选择探头或传感器。

4. RaySafe Xi 此时处于 MEASURE MODE（测量模式），并随时可以进行测量。 按 STEP 
（步进）键可以滚动显示测量参数（透视测量期间也可以显示）。 在下一次曝光后，最
后三个显示的参数将自动出现。 要更改设置值（SETUP MENU（设置菜单))，例如各种
延迟、显示的单位及其他选择项，请按 SELECT（选择）键。

RAYSAFE Xi 主机上的按键

ON/OFF（开/关）： 将 RaySafe Xi 开机以及在 SENSOR MENU（传感器菜单）下关闭 
RaySafe Xi。 
EXIT（退出）： 退出并返回先前的菜单。 
STEP（步进）： 快按此键可逐项浏览可用选项。 
SELECT（选择）： 长按此键可选择某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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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传输到计算机
要在 RaySafe Xi View 中查看波形并/或将测量数据传输到电脑，请将串行电缆或蓝牙模块（
选配件）连接到 RaySafe Xi 主机上的通信端口。

电池和充电器
警告！ 电池必须由经过授权的人员进行拆卸和更换。

第一次使用前，必须用附带的电源充电器将电池电量充满。 仪表开启后，将以百分比形式
显示电量并同时显示设置信息。

RaySafe Xi/Unfors Xi 铂金加强版 Unfors Xi 铂金版

适用于 RAYSAFE Xi

在所有测量期间，都可以连接附带的电源充电器。

适用于 UNFORS Xi 铂金版

除 mAs 测量外的其他测量，均可以连接附带的电源充电器充电，因为在 mAs 测量期间可能
会产生接地电流，从而影响测量。 但是对于 RaySafe Xi，在执行所有测量期间，都可以连接
电源充电器。

Xi 版本 电池类型 工作时间 充电时间

RaySafe Xi 7.4 V 锂电池 20-40 小时 4 小时

Unfors Xi 铂金版 9 V 镍氢电池 10-20 小时 15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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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具有两个警告级别：

 · 第一级警告“Battery low（电池电量低）”： 完成测量，然后为电池充电。

 · 第二级警告“Battery down（电池电量耗尽）”： 不能进行进一步的测量。

附带的电源充电器处于连接状态时，外部电源指示灯亮起并屏幕会短暂显示 Charging 
battery（电池正在充电）。 即使关闭 RaySafe Xi，RaySafe Xi 电池也将继续充电。

电源充电器 LED 指示灯在充电时显示红色，在电量充满后显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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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 测量

要获得最高的准确度，应将所选传感器置于射线中心（R/F low 或 R/F high） 
并将传感器的长轴与球管的阳极阴极轴垂直放置。

1. SENSOR MENU（传感器菜单）

R/F low 传感器用于测量低于 1 mGy/s (7 R/min) 的传统低剂量率，通常在模
体后面测量。

R/F high 传感器用于测量高于 1 mGy/s (7 R/min) 的传统高剂量率，通常在模
体前面测量。

按 STEP（步进）键可在传感器之间选择，按 SELECT（选择） 
键可选定传感器。

2. MEASURE MODE（测量模式）

每次曝光后都将更新显示的值，或者在透视测量过程中的 4 秒后将实时显示测量值。

kVp kVp（适用于处于足够信号水平的 R/F high 传感器）或 kV

Dose（剂量） Gy（空气比释动能，在大气中）或 R（照射量）

Dose rate 
（剂量率）

Gy 或 R每秒、每分或每小时

Time（时间） ms、s

(传感器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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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L mm Al

Total Filtration, TF 
（总滤过）

mm Al

Pulses（脉冲） 脉冲

Frame rate 
（帧率）

帧/秒

Dose per frame 
（每帧剂量）

Gy 或 R

mAs mAs（需要带有 mAs 的 RaySafe Xi 主机）

mA mA（需要带有 mA 的 RaySafe Xi 主机）

3. SETUP MENU（设置菜单）

按 SELECT（选择）键可进入 SETUP MENU（设置菜单）（从 MEASURE MODE（测量模
式）进入），按 STEP（步进）键可在设置参数之间选择。

所有设定值都将存储在非易失性内存中，并且在手动更改之前始终有效。 启动时（在显示
电池状态信息之后），将顺序显示有效的触发延迟、kVp 延迟和计算延迟。

（出厂设置以粗体显示。）

Trig delay 
（触发延迟）

RaySafe Xi 正常触发后的延迟 (ms)。 需要从测量中排除不需要的曝
光部分（例如预脉冲）时，可使用此延迟。 触发延迟期间不执行任
何测量。 （0、5、10、50、100、200、500、1000、2000 ms）

Trig level 
（触发水平）

在具有输出缓增特性的波形（例如单相牙科机）上，使用触发水
平可正确的测量曝光时间。 默认设置值较低，具体取决于所选传
感器，请参见“技术参数”部分。 可以设置为前次曝光时峰值的 
25%、50% 或 75%。 触发水平应与相同的发生器设置和 FDD 结合
使用。 第一次曝光前或处于低剂量率时不能选择此项。

（设置菜单） 

（触发延迟）  

（kVp 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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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p delay 
（kVp 延迟）

定义为触发延迟结束后到 kVp 测量（及波形）窗口开始前的延迟 
(ms)。 对输出上升缓慢的机器（例如单相口腔牙科机和透视系统）
使用 kVp 延迟。 （0、2、5、10、50、150、300、1000、1200
、1500、1700、2000 ms）

Calc. delay 
（计算延迟）

定义为触发结束后到计算数据前的间隔时间。 默认值为 0.5s，但在
脉冲间隔时间可能超过 0.5s 的脉冲透视机上测量时，建议使用更长
的延迟时间。（0.5、2、4、6、7 s）

Dose unit 
（剂量单位）

更改默认单位以及/或者按不同单位重新计算数值。  
（Gy 或 R 每秒、每分钟或每小时，其中 1 Gy = 114.1 R。）

Backlight 
（背光灯）

显示屏照明选项。 （关、2s、5s、10s、常开）

Auto Power Off 
（自动关机）

从不、或者处于非活动状态 5 分钟、20 分钟或60 分钟后。

Info（信息） 显示所连探头和 RaySafe Xi 主机的序列号 (S/N) 及固件版本，以及
所选传感器的校准日期。 还可以将仪表设置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kVp Mode 
（kVp 模式）

“kV only”（仅 kV）选项可阻止 RaySafe Xi 计算 kVp，如果不选
择此选项，当选择 R/F high 并且信号水平足够高时，将自动计算 
kVp (“kV/kVp”)。 在许多场合下（例如接近该信号水平测量时）
，此选项都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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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机测量

6 cm  
将探头沿 X 射线管的轴放置（电缆端指向 X 射线机）。 确保 MAM 传感器方形区域的中心
距检查台外边缘 6 cm。

下述只针对 Unfors Xi 铂金版, 不针对 RaySafe Xi: 

注意! 当测量检查台表面为碳纤维的乳腺机时,我们不建议此时使用电源适配器给Xi充电, 
如充电则需在检查台和探头中间加塑料板或其他绝缘物让表面和探头之间有至少
5mm的间隙。

特殊测量案例
下表说明在何种情况下对 kV 测量要添加滤过。

线束质量 滤过 备注

Mo/Mo 无滤过

Mo/Rh 2 mm Al

W/Rh 无滤过

W/Al 20–39 kV 无滤过

W/Al 40–49 kV 2 mm Al 使用 R/F high 传感器

W/Al 扫描 2 mm Al

Mo/Rh

针对 Mo/Rh 测量 kV 时，应使用附带的 2 mm Al 滤过。 请按滤过片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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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 SCANNING（单独探头）

针对 W/Al Scanning 测量 kV 时，应使用附带的 2 mm Al 滤过。 
请按滤过片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请使用专用的探头支架。 请务必
将其紧紧推至检查床的前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另行提供的
《乳腺机 W/Al Scanning 快速使用指南》（附于支架内）。

SCANNING（（（（

注意！  有些 W/Al 扫描乳腺机带有不均匀的辐射场。 这种情况使得探头的位置变得非常重
要。 此外，不同视角的探头将产生不同的剂量读数。

W/Al (HOLOGIC)

要在 40-49 kV (W/Al) 范围内测量 kV，需要使用 R/F MAM 探头和 2 mm Al 滤过。 将探头
设置为 R/F-high（请参见“R/F 测量”）。 处于 Combo（组合）模式下在 Hologic Selenia 
Dimensions 3D 上进行测量时，应使用 sensor menu（传感器菜单）选择项“Combo” 
（组合）和“7 s Calc. delay”（7 秒计算延迟），后者位于“Setup Menu”（设置菜单）
中。

1. SENSOR MENU（传感器菜单）

Mammography 
（乳腺机）

用于乳腺机测量的传感器，带有
可选择光束质量的子菜单，请参
见右侧的列表（取决于配置）。 
只有在测量 kV 时需要根据光束
下有压板或没有压板的情况，选
择“Paddle（有压板）”或“No 
Paddle（无压板）”选项，并且不
影响剂量或 HVL 测量。

Mo/Mo No Paddle（无压板） 
Mo/Mo Paddle（有压板） 
Mo/Rh 
Mo/Al 
Rh/Rh 
Rh/Al 
W/Rh No Paddle（无压板） 
W/Rh Paddle（ 有压板） 
W/Rh* No Paddle（无压板） 
W/Rh* Paddle（有压板） 
W/Ag 
W/Al S（Scanning 扫描） 
W/Al No Paddle（无压板） 
W/Al Paddle（有压板） 
Combo（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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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W/Rh* 用于测量  Fujifilm Amulet Innovality, Fujifilm Aspire Cristalle, Fujifilm 
Aspire HD Plus, Fujifilm Aspire HD-s, Fujifilm Amulet f, Fujifilm Amulet s, 
Planmed Clarity 2D, Planmed Clarity 3D, Planmed Nuance, Planmed Nuance 
Excel, IMS Giotto Tomo 和 Hologic Selenia (W) 设备。W/Al S（Scanning）使用另
一个单独的探头。

2. MEASURE MODE（测量模式）

每次曝光后都将更新所显示的值。

kV kV（Mo/Mo，可选项： Mo/Rh、W/Rh、W/Al 和 W/Al Scanning 
（扫描））

Dose（剂量） Gy（空气比释动能，在大气中）或 R（照射量）

Dose rate 
（剂量率）

Gy 或 R 每秒、每分钟或每小时

Time（时间） ms、s

HVL mm Al

mAs mAs（需要带有 mAs 的 RaySafe Xi 主机）

mA mA（需要带有 mA 的 RaySafe Xi 主机）

3. SETUP MENU（设置菜单）

按 SELECT（选择）键可进入 SETUP MENU（设置菜单）（从 MEASURE MODE（测量模
式）进入），按 STEP（步进）键可在设置参数之间选择。

所有设定值都将存储在非易失性内存中，并且在手动更改之前始终有效。 启动时（在显示
电池状态信息之后），将顺序显示有效的触发延迟、kVp 延迟和计算延迟。

（出厂设置以粗体显示。）

Trig delay 
（触发延迟）

RaySafe Xi 正常触发后的延迟 (ms)。 需要从测量中排除不需要的曝光部
分（例如预脉冲）时，可使用此延迟。 触发延迟期间不执行任何测量。 
（0、5、10、50、100、200、500、1000、2000 ms）

Trig level 
（触发水平）

在具有输出缓增特性的波形（例如单相牙科机）上，使用触发水平可
正确的测量曝光时间。 默认设置值较低，具体取决于所选传感器，请
参见“技术参数”部分。 可以设置为前次曝光时峰值的 25%、50% 或 
75%。 触发水平应与相同的发生器设置和 FDD 结合使用。 第一次曝光
前或处于低剂量率时不能选择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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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Vp delay 
（kVp 延迟）

定义为触发延迟结束后到 kVp 测量（及波形）窗口开始前的延迟 (ms)。 
 （0、2、5、10、50、150、300、1000、1200、1500、1700、 
2000 ms）

Calc. delay 
（计算延迟）

定义为触发结束后到计算数据前的间隔时间。 默认值为 0.5s，但在有预
脉冲的发生器上测量时，建议使用 2s。（0.5、2、4、6 或 7 s）

Dose unit 
（剂量单位）

更改默认单位以及/或者按不同单位重新计算数值。  
（Gy 或 R 每秒、每分钟或每小时，其中 1 Gy = 114.1 R。）

Backlight 
（背光灯）

显示屏照明选项。 （关、2s、5s、10s、常开）

Auto Power 
Off 
（自动关机）

从不、或者处于非活动状态 5 分钟、20 分钟或60 分钟后。

Info（信息） 显示所连探头和 RaySafe Xi 主机的序列号 (S/N) 及固件版本，以及所选
传感器的校准日期。 还可以将仪表设置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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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探头测量

放置探头时，使传感器面向 X 射线源。

1. SENSOR MENU（传感器菜单）

Transparent（透明） 用于在带有自动曝光控制的系统上进行测量的传感器。

按 STEP（步进）键可在传感器之间选择，按 SELECT（选择）键可选定传感器。

2. MEASURE MODE（测量模式）

每次曝光后都将更新显示的值，或者在透视测量过程中的 4 秒后将实时显示测量值。

Dose（剂量） Gy（空气比释动能，在大气中）或 R（照射量）

Dose rate（剂量率） Gy 或 R 每秒、每分钟或每小时

Time（时间） ms、s

Pulses（脉冲） 脉冲

Frame rate（帧率） 帧/秒

Dose per frame 
（每帧剂量）

Gy 或 R

 (传感器菜单)

（透明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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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TUP MENU（设置菜单）

按 SELECT（选择）键可进入 SETUP MENU（设置菜单）（从 MEASURE MODE（测量模
式）进入），按 STEP（步进）键可在设置参数之间选择。

  

所有设定值都将存储在非易失性内存中，并且在手动更改之前始终有效。 启动时（在显示
电池状态信息之后），将显示有效的计算延迟。

（出厂设置以粗体显示。）

Calc. delay 
（计算延迟）

定义为触发结束后到计算数据前的间隔时间。 默认值为 0.5s，但在脉
冲间隔时间可能超过 0.5s 的脉冲透视机上测量时，建议使用更长的延
迟时间。（0.5、2、4、6、7 s）

Dose unit 
（剂量单位）

更改默认单位以及/或者按不同单位重新计算数值。  
（Gy 或 R 每秒、每分钟或每小时，其中 1 Gy = 114.1 R。）

Backlight 
（背光灯）

显示屏照明选项。 （关、2s、5s、10s、常开）

Auto Power Off 
（自动关机）

从不、或者处于非活动状态 5 分钟、20 分钟或60 分钟后。

Info（信息） 显示所连探头和 RaySafe Xi 主机的序列号 (S/N) 及固件版本，以及所选
传感器的校准日期。 还可以将仪表设置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设置菜单） 

（计算延迟）   

（剂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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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测量
RaySafe Xi CT 探头是一个电离室，有效长度为 10 cm，并且内置偏置电压。 有效体积的中
心和边缘（+ 5 cm 和 - 5 cm）均标记在探头衬套上。

所有剂量测量对温度和压力都会进行自动修正。 温度传感器放置在有效电离室的内部，测
量将根据模体内实际温度进行修正。 压力传感器放置在 RaySafe Xi CT 探头外壳内，对其进
行校准，以反映测量设备所处海拔处的实际压力。 因此，压力读数可能与报纸或网站上公
布的值不同，报纸或网站上公布的通常是海平面处的压力。 使用 RaySafe Xi View 时，可以
显示每次曝光所测量的温度和压力。

CT 剂量测量方法
将 RaySafe Xi CT 探头放置在探头衬套中，然后再放置在模体位置。 打开仪表，选择 CT 
dose（CT 剂量） 

 
要将 RaySafe Xi CT 探头放置于空气测量，RaySafe 建议使用 RaySafe 多功能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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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kVp 测量方法
将 RaySafe Xi R/F 探头沿 CT 光束切片放置。 打开仪表，选择 R/F high。 在检查床静止或移
动最慢的情况下，进行球管无旋转曝光（即采用定位/断层照/定位像模式）。

1. SENSOR MENU（传感器菜单）

CT Dose（CT 剂量） 电离室传感器

按 STEP（步进）键可在传感器之间选择，按 SELECT（选择）键可选定传感器。

注意！ 打开连有 RaySafe Xi CT 探头的 RaySafe Xi 主机时，在稳定电子元件期间将显示几
秒钟的“Stabilizing”（正在稳定）。

2. MEASURE MODE（测量模式）

完成调零后，RaySafe Xi 进入 MEASURE MODE（测量模式）。 每次曝光后都将更新所显示
的值。

Dose（剂量） Gy（空气比释动能，在大气中）或 R（照射量）

Dose Length Product 
（剂量长度乘积）

Gycm 或 Rcm

注意！ RaySafe Xi CT 探头可以用在两种剂量模式（剂量或剂量长度乘积 (DLP)）中，可以
在 SETUP MENU（设置菜单）中选择这两种模式。 由于 RaySafe Xi CT 室的长度为 
10.0 cm，因此 DLP 读数（单位为 Gy·cm 或 R·cm）将始终比剂量读数高整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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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TUP MENU（设置菜单）

按 SELECT（选择）键可进入 SETUP MENU（设置菜单）（从 MEASURE MODE 
（测量模式）进入），按 STEP（步进）键可在设置参数之间选择。

所有设定值都将存储在非易失性内存中，并且在手动更改之前始终有效。

（出厂设置以粗体显示。）

Calc. delay 
（计算延迟）

定义为触发结束后到计算数据前的间隔时间。 默认值为 0.5s，但在脉
冲间隔时间可能超过 0.5s 的脉冲透视机上测量时，建议使用更长的延
迟时间。（0.5、2、4、6、7 s）

Dose unit 
（剂量单位）

更改默认单位以及/或者按不同单位重新计算数值。  
（剂量： Gy、Gycm、R 或 Rcm；温度： °F 或 °C； 
压力： kPa 或 mmHg）

Backlight 
（背光灯）

显示屏照明选项。 （关、2s、5s、10s、常开）

Auto Power Off 
（自动关机）

从不、或者处于非活动状态 5 分钟、20 分钟或60 分钟后。

Info（信息） 显示所连探头和 RaySafe Xi 主机的序列号 (S/N) 及固件版本，以及所选
传感器的校准日期。 还可以将仪表设置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温度和压力值仅显示在 RaySafe Xi View 中，而不显示在 RaySafe Xi 主机的显示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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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光测量
RaySafe Xi 光探头用于测量 LCD 和 CRT 监视器及读片灯箱上的亮度，以及测量诊断 X 射线
应用环境的照度。

仪表将根据是否安装了亮度管来自动在亮度和照度之间进行选择。

1. SENSOR MENU（传感器菜单）

Illuminance 
（照度）

用于照度测量。

LuminanceLCD 
（亮度 LCD）

用于 LCD 上的亮度测量。

LuminanceCRT 
（亮度 CRT）

用于 CRT 显示屏、读片灯箱或类似物体上的亮度测量。

Barco 用于Barco监视器的亮度测量。  
MFGD 5621 HD, MDMG 5121, MFGD 5421, MDCG 3120, MDCG 2121 
or MFGD 3621.

按 STEP（步进）键可在传感器之间选择，按 SELECT（选择）键可选定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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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EASURE MODE（测量模式）

Luminance 
（亮度）

cd/m2  或 fL

Illuminance 
（照度）

lux 或 fc

在 MEASURE MODE（测量模式）下按 STEP（步进）键时，可以冻结测量值并将其移动到
显示屏的下一行。 再次按 STEP（步进）键可以将新的测量值移动到显示屏的下一行。 按 
SELECT（选择）键可将测量值存储在 RaySafe Xi 内存（并通过 RS-232 接口进行发送）。 
显示屏的最底部将显示一个内存计数器 (Mem #)。

 

BARCO

STEP • STE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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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TUP MENU（设置菜单）

按 SELECT（选择）键可进入 SETUP MENU（设置菜单）（从 MEASURE MODE（测量模
式）进入），按 STEP（步进）键可在设置参数之间选择。

所有设定值都将存储在非易失性内存中，并且在手动更改之前始终有效。

（出厂设置以粗体显示。）

Offset adjustment 
（调零）

为确保获得最高级别的准确度，在进行低于 2 cd/m2 的亮度测量
或低于 1 lux 的照度测量时，RaySafe 建议执行手动的调零。

执行调零前，请遮住传感器。

Reset memory 
（重置内存）

重置存储 30 个亮度或 30 个照度测量结果的内存，具体取决于所
选传感器。 只有在数据已存储在内存中时，才可以进行重置。

Send memory 
（发送内存信息）

通过 RS-232 接口发送当前传感器的完整数据内存信息。  
只有在数据已存储在内存中时，此选项才可用。

Unit（单位） 更改默认单位以及/或者按不同单位重新计算数值。  
（cd/m2 和 lux，或者 fL 和 fc）

Backlight 
（背光灯）

显示屏照明选项。 （关、2s、5s、10s、常开）

Auto Power Off 
（自动关机）

从不、或者处于非活动状态 5 分钟、20 分钟或60 分钟后。

Info（信息） 显示所连探头和 RaySafe Xi 主机的序列号 (S/N) 及固件版本，以
及所选传感器的校准日期。 还可以将仪表设置重置为出厂默认设
置。

提示！ 安装亮度管和遮光罩。 然后将光探头放置在平坦而坚固的表面（例如工作台）并执
行调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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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漏射线测量
RaySafe Xi 散漏射线探头用于测量 X 射线设备和 放射性同位素的γ 射线的泄漏或散射辐
射。

可用的剂量单位（可从 SETUP MENU（设置菜单）中选择）包括：

 · 空气比释动能 (Kair)，单位 Gy

 · 照射量 (X)，单位 R

 · 周围剂量当量 (H*(10))，单位 Sv

1. SENSOR MENU（传感器菜单）

R/F 用于 R/F 设备的泄漏或散射辐射测量。

Mammography 
（乳腺机）

用于乳腺机设备的泄漏或散射辐射测量。

Nuclear Med. 
（核医疗）

测量 放射性同位素的γ 射线。

完成调零后，探头进入 IDLE MODE（空闲模式）等待。 快按 RaySafe Xi 散漏射线探头键可
开始测量。

（传感器菜单） 

（乳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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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EASURE MODE（测量模式）

在 MEASURE MODE（测量模式）中，滴答声音的频率与当前剂量率成正比。 测量值不断在
显示屏上更新（每秒两次）。

Dose rate 
（剂量率）

Gy、R 或 Sv 每秒、每分或每小时

Dose rate, peak (^) 
（剂量率峰值）

Gy、R 或 Sv 每秒、每分或每小时

Accumulated dose 
（累积剂量）

Gy、R 或 Sv

在测量模式中，快按探头键可停止测量。

MEASURE MODE（测量模式）下显示 IDLE MODE（空闲模式）下显示

瞬时剂量率 平均剂量率

峰值剂量率 (^) 峰值剂量率 (^)

累积剂量 累积剂量

长按探头键可使其进行一次调零，仪表将返回 IDLE MODE（空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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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ETUP MENU（设置菜单）

按 SELECT（选择）键可进入 SETUP MENU（设置菜单）（从 MEASURE MODE（测量模
式）进入），按 STEP（步进）键可在设置参数之间选择。

所有设定值都将存储在非易失性内存中，并且在手动更改之前始终有效。

（出厂设置以粗体显示。）

Dose unit 
（剂量单位）

更改默认单位以及/或者按不同单位重新计算数值。  
（Gy、R 或 Sv 每秒、每分或每小时，其中 1 Gy = 114.1 R。）

Sound（提示音） 关、开

Backlight（背光灯） 显示屏照明选项。 （关、2s、5s、10s、常开）

Auto Power Off 
（自动关机）

从不、或者处于非活动状态 5 分钟、20 分钟或60 分钟后。

Info（信息） 显示所连探头和 RaySafe Xi 主机的序列号 (S/N) 及固件版本， 
以及所选传感器的校准日期。 还可以将仪表设置重置为出厂默认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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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As 测量
按以下步骤开始执行 mA/mAs 测量：

1. 关闭 X 射线发生器。

2. 去掉高压发生器里 mA/mAs 端口的跨接线。

3. 将 mAs 电缆连接到 RaySafe Xi 主机。

4. 将 RaySafe Xi mAs 电缆的黑色和红色香蕉插头连接到高压发生器的 mA/mAs 端口。 
 （注意！ RaySafe Xi mA/mAs 测量对极性有要求。 极性错误将导致仪表不触发。）

5. 开启 X 射线高压发生器。

6. 打开 RaySafe Xi 并在 SENSOR MENU（传感器菜单）中选择 mA/mAs。 进行曝光并读取
显示屏上的测量值。

警告！ 拆下 RaySafe Xi mAs 电缆时，切勿忘记重新连接 mA/mAs 跨接线。

警告！ RaySafe Xi mA/mAs 仪表的用户必须注意，连接不当或仪表任何电路部分的故障都
可能会导致发生器损坏并可能导致人员触电的危险。 此功能必须由经过授权的人员
使用，这些人员必须获得对 X 光设备进行校准和维修的授权。

1. SENSOR MENU（传感器菜单）

mA/mAs 用于介入式测量 mA、mAs、时间、脉冲、帧率、mAs/脉冲（仅适用
带有 mAs 的 RaySafe Xi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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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EASURE MODE（测量模式）

完成调零后，RaySafe Xi 进入 MEASURE MODE（测量模式）。 每次曝光后都将更新显示的
值，或者在透视测量过程中的 4 秒后将实时显示测量值。

mAs mAs

mA mA

Time（时间） ms、s

Pulses（脉冲） 脉冲

Frame rate（帧率） 帧/秒

mAs per frame 
（每帧 mAs）

mAs/f

3. SETUP MENU（设置菜单）

按 SELECT（选择）键可进入 SETUP MENU（设置菜单）（从 MEASURE MODE（测量模
式）进入），按 STEP（步进）键可在设置参数之间选择。

在 SETUP menu（设置菜单）中时，处于活动状态的选择项将会闪烁。 所有设定值都将存
储在非易失性内存中，并且在手动更改之前始终有效。 启动时（在显示电池状态信息之
后），将顺序显示有效的触发延迟和计算延迟。

（出厂设置以粗体显示。）

Trig delay 
（触发延迟）

RaySafe Xi 正常触发后的延迟 (ms)。 需要从测量中排除不需要的曝光
部分（例如预脉冲）时，可使用此延迟。 触发延迟期间不执行任何测
量。 （0、5、10、50、100、200、500、1000、2000 ms）

Calc. delay 
（计算延迟）

定义为触发结束后到计算数据前的间隔时间。 默认值为 0.5s，但在脉
冲间隔时间可能超过 0.5s 的脉冲透视机上测量时，建议使用更长的延
迟时间。（0.5、2、4、6 s）

Backlight 
（背光灯）

显示屏照明选项。 （关、2s、5s、10s、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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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Power Off 
（自动关机）

从不、或者处于非活动状态 5 分钟、20 分钟或60 分钟后。

Info（信息） 显示探头和 RaySafe Xi 主机的序列号 (S/N) 及固件版本，以及所选传感
器的校准日期。 还可以将仪表设置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注意！ 采集波形或将数据传输到运行 RaySafe Xi View 的计算机时，应使用电池供电的笔
记本或以蓝牙连接。 如果通过串行电缆将 PC（电源供电）与 RaySafe Xi 主机进行
连接，可能会产生影响测量结果的接地电流。 
 

 

对于 Unfors Xi 铂金版： 此外，在测量 mA/mAs 时，应避免连接 Unfors Xi电源充
电器，因为这样可能会产生接地电流，从而影响测量。 但是对于 RaySafe Xi ，在
所有测量期间，都可以连接电源充电器。

请谨防在曝光的初始部分产生冲击电流（在高压电缆中产生电容性负载）。 如果需要，请
在 SETUP MENU（设置菜单）中使用 5 ms 的触发延迟，来避免测量中出现冲击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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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测量 mAs
在测量 mAs 的同时可以连接 RaySafe Xi R/F 或 乳腺机探头一同进行其他测量。 仪表将通过
辐射触发，而不通过 RaySafe Xi mAs 电缆中的电流触发。 因此，将会排除任何初始的冲击
电流。 所测量的 mAs 值将自动显示在显示屏上的 MEASURE MODE（测量模式）下。

在一些 X 射线设备中，管电流在曝光结束时不会降至峰值的 25%，或者高压发生器会在 0.5 
ms 内再产生另一个电流脉冲。这种情况下的测量时间较长，产生的 mA 计算值较低。 这些
情况适用于被动测量 mAs。 按以下步骤被动测量 mAs：

1. 将 R/F 或 MAM 探头连接到 RaySafe Xi。

2. 将 mAs 电缆连接到 RaySafe Xi 主机。

3. 将 RaySafe Xi mAs 电缆的黑色和红色香蕉插头连接到发生器的  
mA/mAs 端口。

4. 将 R/F 或 MAM 探头放置在 X 射线场中。

5. 进行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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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定义
图 1 在一个典型波形上阐述了 RaySafe Xi 参数的定义。 大多数情况下，默认设置即可实现
精确的测量。 在某些情况下，高级用户可以通过启动触发延迟和/或触发水平设置，来更改 
RaySafe Xi 的测量定义。 由于测量的参数将受延迟和触发级水平的影响，因此建议记录在开
机时 RaySafe Xi 主机显示屏上所显示的设置信息。

图 1. 常规测量

曝光时间超过 4 秒时，所测量的值将不断在显示屏上更新。 可能需要再等待几秒钟才能获
得稳定的读数（与帧率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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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
剂量将从开始触发加触发延迟结束后测量，一直累积到触发结束。

图 2. 激活触发延迟

注意！  触发水平设置（25%、50% 或 75%）将影响剂量测量。

注意！ RaySafe Xi R/F 探头的反散射保护可能使读数与电离室读数之间存在差异。  
如果将两者都直接对着物体（例如影像接收器或铅防护板）放置，RaySafe Xi R/F 
探头的读数将低于电离室的读数。 但 RaySafe Xi R/F 探头的读数是真正的输入剂
量，而电离室的读数是输入剂量加上来自其正后面物体的反射剂量。  
如果在悬空使用 RaySafe Xi R/F 探头和电离室，读数将具有可比性 ± 两个仪表的
误差。

RaySafe Xi R/F 探头使用多组传感器测量剂量，主动补偿功能将通过 1 到 14 mm Al 半价层 
针对光束质量自动修正显示的剂量（和剂量率），例如： 在 140 kVp 处附加滤过 45 mm Al
可得约 13 mm Al 半价层）。

对于乳腺机，主动补偿功能将通过增加最多 2.5 mm Al 的滤过来对所选光束质量修正剂量 
（对 W/Al Scanning 探头无效）。

RaySafe Xi 透明探头使用多段传感器测量剂量，主动补偿功能将通过 2 到 10 mm Al 半价层 
针对光束质量自动修正显示的剂量和剂量率。

CT 探头是带有碳纤维外壳的电离室。 它有平坦的能量依赖曲线以及对压力和温度自动修正
功能。

34

RaySafe Xi 用户手册 – 测量定义



剂量率
如果曝光时间短于 6 秒，RaySafe Xi 按剂量/曝光时间来计算剂量率。

曝光时间超过 6 秒后，将显示在触发结束约 2 秒钟前所记录的剂量率值。

图 3. 脉冲透视

kV/kVp
如果信号水平足够高，并选择 R/F high 传感器，RaySafe Xi会计算 kVp，否则将显示 kV 平
均值。 如果不显示 kVp 值，则尝试减小 FDD（射线源与探头之间的距离） 或增大 mA。

kVp 在 kVp 测试窗口显示的波形范围内进行计算。 kVp 测试窗口从触发延迟和 kVp 延迟结
束后开始，约 160 ms 的时间结束。

如果曝光时间短于 6 秒，kV 平均值为整个测量期间 kV 值的积分平均值。

曝光时间超过 6 秒后，将显示在触发结束约 2 秒钟前所记录的 kV 值。

曝光后，将显示 kV（或者 kVp，如果可用），波形将传输到 RaySafe Xi View。 RaySafe Xi 
View 还可以增加波形窗口的长度。

在高频或类似直流的波形上，kVp 与 kV 数值相同。 如果波形上存在脉动，kV 值将低于 
k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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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kV 和 kVp

Table: kV 测量的主动补偿

传感器 滤过 kV/kVp

R/F low 最大 1 mm Cu 或当量 kV

R/F high 最大 1 mm Cu 或当量 kVp（信号水平足够高时）

乳腺机：

Mo/Mo 25 – 35 µm Mo kV（选择“paddle（有压板）”
或“no paddle（无压板）”）

Mo/Rh 25 – 30 µm Rh kV（使用 2 mm Al 过滤片）

W/Rh 55 – 60 µm Rh kV（选择“paddle（有压板） 
”或“no paddle（无压板）”）

W/Al 0.65 – 0.75 mm Al kV（选择“paddle（有压板）”
或“no paddle（无压板）”）

W/Al S（scanning 扫描） 0.5 mm Al 总滤过 kV（使用 2 mm Al 滤过片）

有些设备的输出会缓慢地上升，这时应使用 kVp 延迟。 在单相牙科机上建议使用 150 ms 延
迟，在透视机上建议使用 1000 ms 延迟。

kV 适用于 R/F 和 乳腺机探头。

注意！ 选择 Mo/Mo W/Rh 或 W/Al 乳腺机光束质量时，还可选择“paddle 
（有压板）”或“no paddle（没有压板）”，只有当光束下有或没有压迫板的情
况下进行 kV 测量时，此选项才适用，并且不影响剂量或 HVL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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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RaySafe Xi 将测量从触发开始（可以通过触发水平设置进行调整）直到信号低于峰值的  
25%（可通过触发水平设置调整为 50% 或 75%）时的时间。 剂量率较低时（约为所选传感
器最大剂量率的 1%），25% 的结束触发水平将更改为更低（约为所选传感器的最低可测量
剂量率）。

如果辐射具有脉冲特性，时间将测量到最后一个脉冲结束。 但脉冲之间的死区时间间隔必
须小于计算 延迟时间（0.5、2、4、6 或 7 秒）。 R/F low 传感器有 0.1 kHz 的电气带宽 
（缓慢的上升和下降斜率），这样将导致所显示的曝光时间比 R/F high 传感器（带宽为  
2.5 kHz）的曝光时间长几毫秒。

图 5. 激活 75 % 的触发水平（此图也适用于 25 和 50 %的 触发水平设置）。 请注意，
触发水平设置将影响剂量测量。

单相发生器（通常适用于牙科诊疗）可能具有持续约 100 ms 的振幅缓增特性。因此，建议
在第一次曝光后在 SETUP MENU（设置菜单）中激活更高的触发水平。

脉冲
RaySafe Xi 对脉冲计数从 1 到 9999 。当剂量率出现负斜率并且振幅下降到峰值的 25% 以下
时，脉冲计数器会计数一次。 当峰值剂量率约 < 3 µGy/s（对于 R/F low）时，将因信噪比
过低而无法对脉冲计数，此时将显示“---”。 如果可能，应增大 mA 和/或 kVp，以增大辐
射输出或减小 FDD（射线源与探头之间的距离）。

脉冲测量适用于 R/F 和 mA/mAs 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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帧率
RaySafe Xi 按此公式计算帧率： （脉冲数 -1）/（曝光秒数）。 如果无法对脉冲计数，则无
法计算帧率（请参见上面的“脉冲”部分）。

对于 4 秒钟以上的曝光，将持续按此公式计算帧率：（自上次更新后的脉冲数）/（自上次
更新后的时间）。 可能需要再等待几秒钟才能获得稳定的读数。

帧率测量适用于 R/F 和 mA/mAs 探头。

每帧剂量
RaySafe Xi 按此公式计算每帧剂量：（累积剂量）/（脉冲数）。 如果无法对脉冲计数，则
无法计算每帧剂量。 

每帧剂量测量适用于 R/F 和 mA/mAs 探头。

HVL（半价层）
如果曝光时间短于 6 秒，RaySafe Xi 将在整个曝光时间内用几个传感器单元的信号的函数来
计算 HVL。

曝光时间超过 6 秒后，将显示在触发结束约 2 秒钟前所记录的 HVL 值。

HVL 是光束质量的一个指标，是指将剂量减半所需的铝片滤过的厚度（单位为 mm）。 HVL 
依赖于 kVp。 不要将 HVL 与总滤过混淆。

HVL 测量适用于 R/F 和 乳腺机探头。

总滤过
总滤过是 X 射线源与患者之间物理滤过量的计算值，以 mm Al 当量值表示。 

测量的总滤过值与 X 射线设备制造商所规定的滤过值可能不同，因为可能存在制造商所未指
定的其他滤过。

mA 与 mAs
带 mAs 的 RaySafe Xi 主机可以测量 mA、mAs 和时间。 如果峰值 mA 大于 8 mA，则可以
测量脉冲、帧率和 mAs/脉冲。

当超过 6 秒的曝光时间结束时，将显示在触发结束约 2 秒钟前所记录的 mA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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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SAFE Xi VIEW
RaySafe Xi View 适用于

 · 查看波形

 · 存储测量结果

 · 将数据传输到 Excel 或其他软件

注意！ RaySafe Xi View 的最新版本可在 http://www.RaySafe.com 上找到

图 6. RaySafe Xi View 主窗口。

安装 RAYSAFE Xi VIEW
RaySafe Xi 附带一张包含 RaySafe Xi View 软件的资源 CD。 将 CD 插入 电脑，将显示一
个安装菜单。 如果不显示安装菜单，可以访问“FSCommand”文件夹并选择“Install 
XiView.exe”（安装 XiView.exe），来从 CD 安装 RaySafe Xi View。 软件与 Windows 7
、Windows Vista、Windows XP、Windows 2000 和 Windows 98SE 兼容。

安装期间，系统将询问您是否要为 USB 串口适配器安装驱动程序。 如果您的笔记本电脑未
配备串行端口并且您希望使用 USB 串口适配器，请选中该复选框，以安装驱动程序。

RaySafe Xi 通过两种方式与 电脑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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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连接到电脑的 RS-232 电缆。 如果电脑只有 USB 端口，则必须使用 
RS-232 转换为 USB 的标准适配器。

 · 通过蓝牙模块直接连接到 RaySafe Xi 串行端口。 要使带有内置或外接 USB 
蓝牙功能的电脑正常工作，需要首先执行必要的设置步骤。

蓝牙通信的设置
1. 请按电脑内置或外接蓝牙设备所附带的说明进行操作。

2. 将蓝牙模块插入 RaySafe Xi 主机的 RS-232 端口并打开主机。

3. 转到 Windows 控制面板中的蓝牙图标。 选择“Add Bluetooth device” 
（添加蓝牙设备）或类似的菜单。

4. 电脑将扫描可用的蓝牙设备并找到“Xi slave”（Xi 从设备）。添加此设备。

5. 出现提示时，输入 Xi 从设备的密钥，即“1234”。

6. 安装过程到此结束。 请记录分配给仪表的 COM 端口号。

7. 启动 RaySafe Xi View，进入“File – Settings”（文件 – 设置）并输入正确的 COM 端
口。 按“Start”（启动）键，“Started waiting for data”（已启动，正在等待数据）
将显示在屏幕的左下角。

8. 转到仪表的 SETUP MENU（设置菜单），并选择 INFO（信息）选项。 滚动屏幕到 
“Xi View test”（Xi View 测试），然后按 SELECT（选择）键。 此时 RaySafe Xi View 
屏幕上将显示测试数据。

获得帮助
完整的 RaySafe Xi View 手册可在“帮助”菜单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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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RAYSAFE Xi 多功能支架
RaySafe Xi 多功能支架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用法。 可根据需要进行装配。

RAYSAFE Xi 暗盒架
RaySafe Xi 暗盒架用于测量胶片的剂量或者检查曝光控制，例如 AEC 系统。

支架的尺寸为 24 x 30 cm (10 x 12 in) ，可同时在全部三个 AEC 室上进行测量，而无需重新
定位探头。

将 RaySafe Xi R/F 探头放在支架中，然后将支架与球管的阳极阴极轴垂直放置并进行曝光。 
（可能需要转动支架，以覆盖 AEC 室下面的合适区域。）

41

RaySafe Xi 用户手册 – 配件



提示和技巧
测量点布置
通过 RaySafe Xi 进行测量时，确保 X 射线场中没有任何物品。

放置传感器时，可以利用剂量与 1/d2 成正比这一事实 
（其中 d 是 FDD – 焦点至探头距离）。 

d

传感器位置
RaySafe Xi R/F 和乳腺机探头中的固态传感器位于探头表面之下约 7 mm 的位置。 在铝外壳
上，该位置以一条线来标记。 该位置用作剂量的校准参考点。 

 

在 RaySafe Xi 透明探头中，以白色的矩形标记固态传感器的位置。 其深度以白色矩形的纵
向边来标记，如图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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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位开关
如果软件因任何原因无响应，可以通过按 RaySafe Xi 主机侧面 RS-232 接口旁边小孔内的薄
片，来激活系统复位。

 

如果探头因电池电量耗尽而无响应，并且即使连接充电器也无响应，可以按上述步骤复位并
充电几分钟，然后再次打开仪表。

垂直探头放置
当测量水平光束的乳腺机（例如 MultiCare Platinum）时，应通过压板的压力将 RaySafe Xi 
乳腺机探头固定到位。 放置探头时，电缆端指向后方，MAM 传感器区域放置在压板检查窗
口中心，如下图所示。 

AMX 上的 kVp
在 AMX 机器上通过 R/F high 传感器进行测量时，应保持较短的距离，以获得 kVp， 
而非 kV。

显示代码

显示 含义

* * * 已开始测量。

- - - 没有数据可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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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含义

< 1 ms 小于 1 ms 有效样本。

LoSignal 剂量率过低，无法计算数值（增大 mA 或减小 FDD 
（焦点与探头的距离））。

HiSignal 剂量率过高，无法计算数值（增大 FDD 
（焦点与探头的距离） 或减小 mA）。

LoRange 计算的参数小于指定量程。

HiRange 计算的参数超出指定量程。

t<delay 曝光时间不够长，无法计算数值。

Ofl. 溢出，即计算的数值超出可显示值范围的上限。

Auto range out of order 
（自动量程出现故障）

至少一个测量量程出现故障。

Offset adjustment out of 
range（调零超出范围）

硬件调零可能因极限温度而超出范围。

Offset out of range 
（调零超出范围）

打开 RaySafe Xi CT 探头时，电离室电流无法达到稳定水平。

LokV kV 过低，无法计算总过滤。

HikV kV 过高，无法计算总过滤。

HiFilt 滤过量过高，无法测量此参数。

Battery down 
（电池电量耗尽）

进行任何测量前，必须为电池充电。

Detector is incompatible 
（探头不兼容）

所连探头与 RaySafe Xi 主机版本不兼容。

常见问题

R/F high 和 R/F low 有什么区别，该如何使用？
R/F low 适用于低信号水平的测量，通常用在透视期间，或在模体后的测量。 它敏感度较高
但带宽较低 (0.1 kHz)，应在剂量率低于约 1mGy/s 下使用。

R/F high 适用于高信号水平的测量，具有较高带宽 (2.5 kHz)。 它通常用在模体前测量，在
测量 kVp（相对于 kV 而言）时需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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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T 测量中，剂量和剂量长度乘积有什么不同？
剂量是用来描述空间中某一点的属性，而剂量长度乘积 (DLP) 是剂量乘以长度。 当用 100 
mm 的电离室进行测量时，下面的等式成立： DLP=（在均质场下的某点测量的剂量） · 
 （层厚）。

使用 RaySafe Xi CT 时，可以在设置菜单中选择剂量单位 Gy 或 Gycm，来在剂量或 DLP 之
间切换。

如何切换 kV 和 kVp？
只要信号水平足够高，RaySafe Xi 会自动切换到 kVp 测量（但是只有在使用 R/F high 时）
。 对于高频发生器，kV 和 kVp 之间的区别可以忽略不计。 

相比电离室，RaySafe Xi 读数较低，为什么？
RaySafe Xi R/F 或乳腺机探头仅测量主光束，而不会测量散射辐射，因为在探头的背面有一
个 1 mm 厚的铅保护层。 因此探头可以放置在任何表面且仍然可以测量真实的空气比释动
能。

大多数电离室测量主辐射和散射辐射，正因如此，它们应悬空放置（距任何散射材料至少 
0.5 m (2 ft)）。 当以这样的情况使用时，与电离室相比， 
RaySafe Xi 会显示相似的读数。

在乳腺机传感器菜单中，“paddle（有压板）”和“no  paddle（无压板）”设置有何区
别？
此设置在两种不同的 kV 校准方式之间进行选择。 它不影响其他参数的测量，例如剂
量、HVL 或时间。

当我为乳腺机选择除 Mo/Mo（和可选项：Mo/Rh、W/Rh 和 W/Al）外的其他光束质量时，
为什么没有 kV 读数？
据我们所知，所有的乳腺机设备都有以上提到的至少一个光束质量。  
要在其他光束质量下测量 kV 并为此校准 RaySafe Xi，会导致不必要的复杂性和更高的校准
费用。

当 mA/mAs 电缆连接了错误的极性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RaySafe Xi 将不会显示任何 mA/mAs 读数。 只要 mA/mAs 电缆安全连接在发生器和主机上
（任何极性），就不会增加损坏发生器或 Xi 的风险。

我可以将透明探头与 CT 探头用在相同的测量中吗？
不可以，透明探头不能测量径向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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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L 和总滤过的值为什么有时相同而有时不同？
HVL 取决于 kV，而总滤过取决于 X 射线设备中的物理滤过。  
因此 HVL 和总滤过彼此没有依赖性，可能有时相同而有时不同。 

有时候，总滤过值为什么与 X 射线设备制造商标注的滤过值不同？
这可能是因为总滤过量的测量带有 10% 的不确定性，或者 X 射线设备制造商所提供的滤过
规范中未包括其他的滤过。

故障排除

开机时，RaySafe Xi 显示“Battery down”（电池电量耗尽）且无法开机。
请充电，并参照“入门”一章的内容。

测量数据没有在 RaySafe Xi View 中显示出来。
确保所有电缆线都已正确连接并且确保：

 · 建立了蓝牙连接（密码 1234）。

 · 在 RaySafe Xi View 中的 file/settings（文件/设置）菜单中选择了正确的 COM 端口。

 · 已按下 RaySafe Xi View 的开始按钮。

RaySafe Xi 显示的值仅为预期 mAs 值的一半。
如果测量的高压发生器 mAs 测量点上是AC信号，需要一个整流器（可选）来获得正确的数
值。

打开连接 CT 探头的 RaySafe Xi 时，仪表显示“Stabilizing..”（正在稳定..）之后长时间显
示“Offset out of range”（调零超出范围）。
这表示当仪表开机之后，电离室的电流无法达到稳定水平。 请确保：

 · 在稳定或调零期间，电离室不要受到辐射。

 · 您没有在超出指定工作温度范围的情况下操作仪表。

如果问题仍然持续存在，您的仪表可能需要进行维修。 请联系 RaySafe 服务部门。

我的仪表显示“Offset adjustment out of range”（调零超出范围）。
请确保：

 · 您没有在超出指定工作温度限制的情况下操作仪表。

 · 在调零阶段（显示器上的值闪烁），不要辐照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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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脉冲源下，仪表需要选择更长的计算延迟，以避免在测量过程中结束触发和调零（另请
参见下一个问题）。

RaySafe Xi R/F 或乳腺机探头在曝光期间结束触发。
请确保在使用仪表测量脉冲发生器时或者发生器产生主曝光之前有预脉冲时，选择合适的计
算延迟。

按了键 RaySafe Xi 没有反应。
尝试复位，并确保电池已经充电。

当我使用 RaySafe Xi 的 电源充电器时或者当我的计算机连接到主电源上时，出现奇怪的 
mA/mAs 读数。
请确保仪表： 

 · 在调零期间已连接到发生器。

 · 用电池供电（而不是电源充电器）

 · 没有与接地的计算机连接（可使用蓝牙或者以电池供电的笔记本电脑且没有连接以太网
线）。

我的 RaySafe Xi 光探头读数特别低。
如果照度传感器脏了，请用稍微湿润的清洁布擦拭。

当测量乳腺机 HVL 时，测量的读数和我手动测量的 HVL 数值有区别。
请确保铝滤过片的厚度准确性。 滤过片厚度为 0.1 mm 时，需要分辨率为 1um。

使用透明探头时出现奇怪的读数。
在放置时，请确保传感器面向 X 射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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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服务与支持
Unfors RaySafe 向原版产品的购买者保证，在正常使用和服务状态下，其制造的每个产品的
材料和成品无缺陷。 保修期是 12 个月，起始日为交付日。 Unfors RaySafe 将自行选择免费
维修或更换问题产品，或者为您进行全额退货。 如果确认故障原因是由于误用、更换、意
外事故或操作及搬运的异常状况，则维修费将由客户支付，修好的仪表将返回给您，运输费
预付。 此保修具有排他性并代替所有其他明示或暗示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任何隐含的适
销性或特定用途适用性的保证。  
Unfors RaySafe 将不对任何特殊的、间接的、偶然的或继发的损害或数据丢失承担责任，无
论是在合同中，民事行为上还是其他方面。

服务
Unfors RaySafe 为您提供包括校准、维修、保修与配件供应在内的多项服务。 如果您的 
RaySafe Xi 出现故障，我们的服务人员将协助您获得快速的维修和产品退货。 我们正常的维
修处理时间为 14 天。

通过 RaySafe Xi Service Program（RaySafe Xi 服务项目），您可以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
最大程度节约 RaySafe Xi 的成本，确保仪表始终保持最佳的工作状态。 Unfors RaySafe 在
两个服务中心提供全年运营的全方位维修和校准设施，这两个服务中心分别位于瑞典（面向
国际客户）和美国（面向南美和北美洲客户）。

RaySafe Xi Service Program（RaySafe Xi 服务项目） 在一年校准和服务期的基础上再提供 
12 个月的延期保修。 自购买之日起 5 年后，不再提供延期保修。

参加 RaySafe Xi Service Program（RaySafe Xi 服务项目） 的当事方有义务自初始交付日期
起每隔 12 个月（± 1 个月）将 RaySafe Xi 返回一次。 如果未能这样做，RaySafe Service 
Program（RaySafe 服务项目） 的所有服务部分都将失效。

服务与保修的产品返回流程
返回 Unfors RaySafe 进行维修的任何设备必须随附填写完整的 RaySafe Service 申请单，该
申请单可从 www.RaySafe.com 下载。如果无法访问 Internet，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将一
份申请单发送给您（请参见下面的“联系信息”）。

RaySafe 强烈建议您在返回仪表前将填写完整的 RMA（返回资料授权）申请发送给我们。 
请注意，如果不发出 RMA，我们不能保证满足规定的周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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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
废旧电器及电子设备 (WEEE) 指令

产品及其包装箱上的此符号表示此产品不得随日常家庭废物一同处置或丢弃。 所有废旧电
器及电子设备必须发送到此类危险废物指定的回收中心。 正确处置废旧电器及电子设备有
助于我们保护自然资源。  此外，正确回收废旧电器及电子设备有助于保证人类的安全以及
环境的健康。 要了解废旧电器及电子设备处置、回收与收集站的更多信息，请与当地市政
府、家庭废物处置中心、购买地或设备制造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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