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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MR成像是多参数成像的一种检查技术，其原理复杂，质量控制受多种
因素制约。在实践中，以MR的成像原理、各成像参数的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制
约关系为依据，以获得优质MR图像为目的进行参数优化。在硬件的安装、调试
上，确保各项参数指标均在合格的范围内。在扫描技术上，对各个成像参数加
以优化、组合、灵活应用。在较短的检查时间内获得优质的MR图像，为疾病的
诊断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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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正和, 王永峰, 赵一冰. 磁共振成像
的质量控制及参数优化. 磁共振成像, Abstract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s a multiple parameter imaging examination
technology, Its principle is complex, Quality control is conditioned by many factors.
2013, 4(6): 441-444.
In practice, with MRI imaging principle, imaging parameters on the ba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lations among each other, In order to obtain high qualit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for the purpose of parameter optimization. On the hardware
installation, commissioning, Ensure all parameters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qualified.
On the scanning technology, The various imaging parameters optimization, portfolio,
flexible application. In a relatively short time get the high qualit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xaminatio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diagnosis of the disease.
Key word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Quality control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逐步
提升，医学影像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MRI检查具有软组织对比分辨率最高，无创
伤、无射线辐射危害，信息量大，可直接行任意
方位层面成像等特点，可实现“一站式”检查[1]。
临床医师通过MR图像对患者的疾病进行诊断，除
了和医师本人的临床经验有关外，还与图像中所
包含的信息量密切相关。优质的MR图像应具有高
信噪比(SNR)、高对比度、高分辨率、精确定位
等特点，同时图像中应没有伪影、变形、不均匀
和模糊，能准确地显示解剖结构和病理改变，为
临床诊断提供有价值的信息。MR图像质量的好坏
受多种因素制约，掌握好各种制约因素之间的关
系，对于做好MR成像的质量控制，提高该项检查
http://www.chinesemri.com

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非常重要。图像质量的好坏
可以用多个指标来表征，但最主要的是对比度、
空间分辨率和SNR[2]，MRI检查是否成功，应以能
否获得满意的图像质量为标准。这一目标的达到
既与设备的硬件有关外，又与使用的扫描序列、
扫描参数的选择有关。为了获得良好的图像质
量，除了确保MR硬件设备的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
标准外，需要做的就是根据患者的特点及临床上
的要求制定出好的扫描方案与成像参数。因此，
通过对MR成像的各种参数进行优化是最直接、最
有效、最可靠的提高图像质量的方法。如何提高
MRI的检查质量，使各种检查参数均处于最优状
态，最终获得充分满足诊断要求的优质MR图像，
是MRI检查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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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硬件设备的质量控制
影响MR成像质量的因素繁多且彼此相互制
约，如磁场强度、梯度场强度、梯度切换率、射
频性能、线圈通道技术等均会影响图像的质量。
因此在选购MR设备时，要经过严格论证，选择性
能卓越、配置合理、符合自己医院诊疗特点的先
进设备，是整个MRI检查质量控制的基础。MR设
备系高精密医学影像设备，它对其环境及空间位
置的要求是十分严格。首先，在场地的选择上，
要远离较大的移动的金属物品，同时还要与其他
的大型检查设备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免影响主磁
场的均匀性。为了防止外界无线电波干扰MRI信
号，在设备安装前要做好机房的射频屏蔽和磁屏
蔽。其次，临床工程师需要对房间的屏蔽及机器
的各项性能进行严格的检测验收，例如：主磁场
的均匀性、梯度系统的稳定性、线圈的SNR、射
频校正值等，确保各项参数指标都在合格范围内
方可投入使用。
2

扫描技术的质量控制
MR成像是一种多序列多参数多方位的成像技
[3]
术 ，成像参数众多，且关系错综复杂。在进行
MRI检查时，我们不仅要熟悉SNR、对比度、空
间分辨率、均匀性、几何失真、伪影、模糊等参
数。还要了解其间的相互影响、制约关系，熟练
掌握各种脉冲序列和参数的变化对图像造成的影
响，并能够根据疾病特点及诊断需要灵活的应用
这些脉冲序列和参数。
2.1 SNR
SNR是指图像的信号强度与背景随机噪声强
度之比值。SNR=SI组织/SD背景，其中SI组织为
ROI信号强度平均值，SD背景为背景信号的标
准差。这里要强调的是绝对SNR与相对SNR，由
工程人员利用水模进行测量的是绝对SNR。而在
扫描界面中显示的则是相对SNR (relative SNR，
Rel SNR)，其本身并不代表真正的的SNR高低，
Rel SNR的意义在于随参数调整，相对于初始设置
SNR的变化。图像SNR是医用MRI系统性能的重
要指标，是各种认证机构对MR设备准入认证进行
技术评判的量化指标，也是MR机生产厂商提供性
能自我评价，尤其是线圈性能的方法依据[4]。MR
图像SNR与多种因素有关，磁场的强度、射频线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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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的质量、屏蔽效果、线圈调节、像素大小、重
复时间、回波时间、反转时间以及片层厚度、层
间隔、视野(FOV)大小、矩阵、信号采集次数、成
像参数的选择等因素均会影响SNR[5]。
2.1.1 体素
体素越大SNR越高。这是因为在单位体积内同
类质子的数量越多，产生的信号越强，缺乏质子的地
方为无信号区[6]。体素大小与层厚、FOV 和采集矩
阵的设置有关。因此可以通过增加层厚、增加FOV、
减小采集矩阵的方法来增加体素的大小。
2.1.2 相位编码步数(Ny)
与采集矩阵有关的相位编码步数对SNR的影
响较复杂[7]。这是因为相位编码步数对SNR的影响
与像素的改变有关。如果保持像素值不变，增加
相位编码步数，则图像的SNR增加，但是扫描时
间延长；若保持FOV 不变，增加相位编码步数，
SNR下降而空间分辨率升高。
2.1.3 接收带宽
接收带宽是指MR系统采集MR信号时所接收
的信号频率范围，它与SNR之间为反向关系。这
是因为带宽越大，噪声越多，而信号几乎不变，
因此SNR下降。所以减少带宽可使SNR增加，但
是减小带宽也会产生其他负面影响，如化学位
移伪影增加、图像对比度下降、回波时间(TE)加
长、扫描层数减少、扫描时间延长等。
2.1.4 信号激励次数(NEX)
是指数据采集的重复次数，即在k空间里每
一相位编码数据被重复采样的次数。SNR与激励
次数的平方根成正比。如果图像的SNR较低，可
以通过增加NEX的方法解决，但同时也会增加扫
描时间。一般的成像序列通常需要2个或2个以上
的NEX，而快速成像序列尤其是屏气采集序列的
NEX往往是1甚至＜1 (部分k空间技术)。
2.1.5 重复时间(TR)
TR是决定信号强度的一个因素。TR越长，各
种组织中的质子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弛豫，使纵向
磁化矢量增加，信号强度也随之增加。TR短时，
仅有部分纵向磁化矢量得到恢复，所以信号强度
减少。因此，增加TR时，SNR高；减少TR时，
SNR降低。但是，通过增加TR来提高MR图像的
SNR是有限的，如果使用特别长的TR采集信号，
SNR则变化微弱。这是因为TR 足够长的时候，使
http://www.chinesem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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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磁化矢量基本完全恢复，再增加TR 纵向磁化矢
量也不会超过其最大值。而且使用长TR还会使扫描
时间增加，因此在设置扫描参数的时侯应考虑到图
像的对比度特性与合理的扫描时间的权重关系。
2.1.6 回波时间(TE)
TE是横向磁化矢量衰减的时间，也就是射频
脉冲开始至回波信号产生的时间间隔，它决定进
动质子失相位的多少。TE越长，采集信号前横向
磁化的衰减量就越多，回波幅度越小，产生的信
号量也越少，SNR就会下降。TE越短，横向磁化矢量
衰减量就越少，回波幅度越高，因而SNR较高。
2.1.7 反转角
在射频脉冲的作用下，组织的宏观磁化矢量
偏离其平衡状态的角度称为反转角。反转角度的
大小和射频脉冲的能量有关。反转角越小，纵向
磁化转变为横向磁化的量就越小，产生的信号越
弱，SNR就越低。SE序列使用90°射频脉冲，纵
向磁化基本都转变为横向磁化，而梯度回波脉冲
序列，因使用的是小于90°的射频脉冲，纵向磁
化只能部分转变为横向磁化。因此，SE脉冲序列
获得的信号更强，SNR也更高。
2.1.8 层间距
扫描时所选择的层间距越大，SNR就越高。
这是因为，层间距减少或无层间距，会产生层
面干扰噪声，从而使SNR下降。所以，在不影响
病灶检出的情况下应适当设置层间距，以提高
SNR。目前，在新型的MR仪器上由于脉冲准确性
和梯度精确度的提高，层间干扰已经明显减弱，
可采用＜1 mm的层间距。
2.1.9 回波链
每个TR周期中一次90°激发后所产生和采
集的回波数目。主要用于FSE、IR和EPI序列中。
FSE序列在一次90°脉冲后施加多次180°相位重
聚脉冲，即一个TR周期内，由多次180°脉冲组
成的回波链，用不同相位编码梯度场各产生一个
回波，在一个k空间每次填充多条线，使成像时间
成倍缩短，因此回波链也被称为快速成像序列的
时间因子。回波链越长，扫描时间越短，但SNR
也越低，允许扫描的层数也减少。
2.2 空间分辨率
空间分辨率是指影像设备系统对组织细微解
剖结构的显示能力，它用可辨的线对LP/cm 或最
http://www.chinesem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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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圆孔直径(mm)数表示。空间分辨率大小既与
MRI系统的磁场强度、梯度场强的绝对均匀度有
关，又与FOV范围的大小及扫描所用的层厚有
关[8-9]。人为的因素主要是由所选择的体素大小决
定的。图像的空间分辨率是二维像素对三维体素
信息的反映能力，因此图像的空间分辨率是体素
体积的函数。即：图像的空间分辨率∝1/体素体
积=采集矩阵/FOV×层厚。
在实际工作中，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空间分辨
率，一般应选择较薄的层面进行扫描。但是，
层厚的变薄将使SNR下降，同时又会增加部分容
积效应的影响。可见，提高空间分辨率与削弱部
分容积效应及增加SNR的要求是矛盾的，这种情
况下往往用增加激励次数等措施来获得理想的
图像。
2.3 对比度
是指图像上两个相邻区域信号强度的相对差
别，它不仅取决于被检组织的固有特性，还取决
于选择的各种参数，其中脉冲序列、脉冲参数和
对比增强剂(Gd- DTPA)是影响图像对比度的三个
主要因素。组织的固有特性：即组织的T1值、
T2值、质子密度、运动等的差别，差别大者则对
比度较大，对比越好。如果组织间的固有差别很
小，即便检查技术用得最好，对比度也很小。成
像技术：包括场强、所用序列、成像参数等，合
理的成像技术可提高对比度。人工对比：有的组
织间的固有特性差别很小，可以利用对比剂的方
法增加两者间的对比度，提高病变检出率[2]。所
以只有合理的调用扫描序列，正确的使用脉冲参
数，才能增加组织对比度，进而识别解剖结构和
病理改变。
2.4 均匀度
均匀度是指图像上均匀物质信号强度的偏差。
偏差越大说明均匀度越低。均匀度包括信号强度的
均匀度、SNR均匀度、CNR均匀度。影响信号均匀性
的因素主要有静磁场的均匀性，射频场的均匀性，梯
度场的涡流补偿效果、梯度脉冲的校准及图像处理
方法等[10]。在实践中，只有正确使用脉冲序列及参数
才能够消除图像信号的不均匀度，避免伪影、变形失
真等现象的产生。如在MR扫描过程中，由于某种原
因导致信号不均匀甚至出现伪影、变形。要及时正确
的判断产生该现象的原因，通过改变视野，施加局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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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匀场，手工调节中心频率等方法来抑制此现象。所
以要正确认识信号不均匀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各种伪
影的图像特征，并能够及时地予以调整、纠正，才能
提高检查质量和效果。
2.5 伪影
与其他医学影像技术相比，MR成像是出现
伪影最多的一种影像技术[11]。所谓伪影，是指在
扫描或信息处理中，由于某些原因导致图像中出
现了一些人体本身不存在的，与实际解剖结构不
相符的信号，致使图像质量下降或产生变形的影
像，也称假影或鬼影。大致可分为图像处理相关
的伪影、硬件相关的伪影、患者相关的伪影、环
境相关的伪影。影响图像几何畸变率的因素包括
主磁场的均匀性和梯度场的线性[10]。在实践工作
中，可以通过改变相位编码方向，改变FOV大
小，施加局部匀场，使用流动补偿及预饱和技
术，增加相位过采样，放置电解质辅助垫等方法
来减弱或消除伪影。所以只有正确地认识各种伪
影的特殊表现及产生的原因，才能够才能有效地
抑制至或消除伪影提高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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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中，在保证图像有足够的SNR前提下，以获
得最佳的对比度更为重要，因为它会直接影响病
变的检出率[13]。设定更合理的参数组合，是提高
SNR、克服噪声与伪影的关键，也是取得优质的
MRI 图像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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