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EW 

使阅读变得 

如此简单 

放射图像阅读器 



 

 iQ-VIEW/PRO 

iQ- VIEW 可以帮助您 

达到一个新水平 

对所有需要经常阅读影像的医生们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合适的阅读器。 

完美的阅读器应是用户友好的，

并提供良好的性能。 iQ-VIEW

是一个易于使用的阅读器，是由

放射医师为放射医师设计的产

品。 

 

该软件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BASIC 和 PRO。BASIC 版本是

为所有的医生开发的阅读器，如

矫形外科医生，脊医，兽医和内

部专员，而 iQ-VIEW PRO 则针

对放射学和核医学的要求进行了

优化。 

由于其特殊的软件设计，iQ-

VIEW 运行非常快。你可以轻松地

调取所有的图像处理工具，通过选

择按钮或菜单项，甚至通过使用快

捷键。自动平铺功能将成像排列在

屏幕上，无需任何用户互动。一个

在浏览器上可配置的工具栏，让您

轻松选择到您需要的图像处理工

具。在自己的默认工具栏中只设置

最相关的按钮。 
 

此外，PRO 版本包括悬挂协议工

具，它允许创建单独定制的悬挂协

议。  

因此，当你想要查看检查和图像

时，它们可以自动加载。悬挂协议

顺序提供了在不同的显示方式之间

轻松切换，显示同一份检查的可能

性，使你可以设置特定医疗设备的

工具栏。 

 

在安装了 IQ-GRAFIX 硬件图形加

速器的系统上，IQ-VIEW PRO 可

以管理任何显示分辨率高达 5 MP

的高性能双显示器系统。IQ-VIEW 

PRO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 12

位图像处理解决方案。   



 

 

当使用 IMAGE DISPLAYS 时显示器

可以显示高达 4096 级的全部灰阶。 

iQ-VIEW 可以集成到当今市场上几

乎所有的 RIS，EMR 或 HIS 中。可

顺利整合为 3D 后期处理，核医学，

整形外科模板，图像拼接的模块，以

及更多配备所需工具的专业读者的模

块。 

 

iQ-VIEW 是一个功能强大的阅读

器，它包含了许多附带的有用功能。 

iQ-VIEW 不仅可以被用来阅读报

告，它也有一个基本的结构化报告模

块，允许你创建，编辑，存储和发送

自己的结构化报告。它还可以把影像

数据和报告写到 CD，DVD 或记忆棒

上，可通过 Windows®激光打印机

或 DICOM 医疗成像设备打印，可通

过电子邮件把任何检查发给同事（甚

至于诊断质量）或把扫描文件附加到

检查中去。 

 

iQ-VIEW 还可以作为图像采集站工

作，从扫描仪、目录和便携式媒体导

入图像，包括 PRO 版本中提供的病

人核查。 iQ-VIEW 可以用作手动放

射性介质刻录站 - 或者更确切地说，

作为一个连接 iQ 刻录机的半自动的

刻录站。 

它也是远程放射的理想选择。加密

的 DICOM 电子邮件使它成为可能：

询问世界任何地方任何同事 的意

见，只需点击两下鼠标！ 

iQ-VIEW/PRO 

这项新技术为同事之间通过电子邮

件交换信息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方

式。或使用电子邮件以 JPEG 文件

发送图像数据。 

 

当然，iQ-VIEW 是符合所有适用的

标准的，如 DICOM，IHE CE 和美

国 FDA510（K）。该应用程序兼

容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医学影像

DICOM 设备，无论哪家制造商生

产。 

 

iQ-VIEW 是全世界第一款收到德国

放射学会的 DICOM-CD 证书的阅

读器。这保证了便携式媒体与 iQ-

VIEW 创建满足 DICOM 媒体要求

的环境，他们可以妥善地运行于满

足最低要求的任何计算机上。 

对软件不断的改进结合在

IMAGE 信息系统质量保证实验

室的密集测试，保证了 iQ-

VIEW 在任何时候都高度稳定。 

 

维护成本低，保证了您的投资快

速摊销。 

 

一个遍布全球的经制造商培训的

服务工程师网络保证了您的阅读

解决方案全天候运行。 

解决方案 

可以如此简单  



 

 iQ-VIEW/PRO 截图 

  浏览器使你对所有的影像 

   数据包括结构化报告一目 

             了然。一个病人的根视图 

             会根据病人的检查自动分 

             类。 

A    所有的图像处理工具都可以 

           通过选择按钮或菜单项选 

           取，甚至使用快捷键。为了 

           在一个系列中容易定向，用 

           户友好的查看器提供了几个 

           探查工具，如直线模式和三 

           维位置显示。  

B   iQ-VIEW 可以用作一个印 

   刷站；集成的打印管理器允 

            许灵活的优化打印输出。 

 

C 

    单个和多个检查和系列可以 

     导出到 CD，DVD 或记忆 

              棒，都包括 iQ-LITE 光盘查 

              看器。导出到 DICOM 电子 

              邮件，到目录和不同的文件 

              格式都是可能的和有用的。  

D   导入模块是一个从不同的 

  数据源采集图像的综合工 

             具，如扫描仪，采集设 

             备，照相机，显微镜或文 

             件目录，并转换为 

             DICOM 图像格式。 

 

E 



 

 iQ-VIEW/PRO 工作流程 

iQ-VIEW 阅读器把你作为所有诊断处理中心的读片医师：接收来自阅读器所有医疗设备或 PACS 系统的检查，IQ-

VIEW 阅读器与您的同事和转诊医师通过 DICOM 或 DICOM 电子邮件连接，或他们能够轻松运行集成到 HIS 或

RIS 中的 IQ-VIEW。你甚至可以使用三维后处理的专用工具，骨科模板，核医学，或拼接技术与你的查看器紧密对

接。 



 

 
iQ-VIEW 的特性 

概述  ■ 新的和改进的用户界面（新） 

■ 可伸缩的按钮，可以设置字体大小（高分辨率显示器）（新） 

查看器  ■ 图像处理（包括多检查和图像过滤器比较）（新!） 

■ 多显示器支持 

■ 配置底部的工具栏（新!）和创建查看器快捷键 

■ 测量（包括距离，角度，Cobb 角，ROI 和修改/删除选项） 

■ 图像的基本注解（包括二次采集图像创作） 

■ 堆栈模式/电影模式 

■ 创建快捷键 

■ 可选 3D 后处理模块（IQ-3D） 

■ 可选的图像拼接软件（iQ-STITCH）（新!） 

■ 可选骨科模板模块（OrthoViewTM） 

■ 可选核图像处理（iQ-NUC） 

■ 基本图像显示支持（新!） 

通信 ■ DICOM 查询/检索，DICOM 打印客户端， DICOM 电子邮件 

■ 支持 JPEG，JPEG 2000 压缩 

■ HIS / RIS 接口（API，GDT/BDT）（其他按需求） 

导入 
■ TWAIN 接口（扫描仪，视频采集和 CR） 

■ 可选 IQ-CR ACE 接口扫描仪（NEW!） 

■ Drop box 接口 

■ 图像文件导入（JPEG，BMP，TIFF，未处理） 

■ 病人 CD / DVD 导入 

导出 ■ 病人 CD，DVD 和记忆棒 

■ Windows® 打印 

■ 图像导出为图像文件或 AVI 视频文件（包括测量，窗体，彩色重映射，注释及更多） 

■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JPEG 图像（新） 

■ 直接接口到 iQ-ROBOT 创建病人 CD / DVD（新） 

检查浏览器  ■ 检查表 

■ 缩略图预览 

■ 虚拟病人根模型 

文档 ■ 结构化报告模块可读/写/编辑，支持自己的基本 SR 对象（新） 

■ 只读支持其他的 SR 格式 

语言 ■ 荷兰语，英语，爱沙尼亚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拉脱维亚语，波斯语，葡萄牙

语（巴西），西班牙语（NEW!） 

认证  ■ CE 0482/ FDA 510（K）  



 

 
iQ-VIEW PRO 的特性 

除了 iQ-VIEW 之外的特性 

查看器 ■ 挂片协议（包括创建 HP 序列和特定医疗设备工具栏）（新） 

■ 动态放大镜窗口，图像连续缩放（新） 

■ 影像注释（包括储存和发送的情况介绍）（新） 

■ 核医学的配色方案，例如： GE 颜色，铁水，Lut7（新） 

■ 支持增强的图像显示（真正的 12 位灰度显示）（新） 

 通信  ■ DICOM 工作清单客户端  

导入 ■ 视频捕捉接口 iQ-CAPTURE（DirectShow®）* 

■ 支持脚踏开关 



 

 
 

  最小 推荐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32 bi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CPU: 奔腾 IV, 1 GHz     (心脏病学需 1,5 GHz) 奔腾 IV, 2 GHz 

RAM ： 512 MB RAM (心脏病学需 2GB RAM) 1 GB RAM (心脏病学需 3GB RAM) 

硬盘： 2 GB 空闲硬盘空间（DMA33） 20-500 GB 空闲硬盘空间（S-ATA或

SCSI） 

网络： 10 Mbit/s 网络适配器 100 Mbit/s 网络适配器 

显卡： 24 bit 彩色或 8bit 灰度输出，任何 NVIDIA, 

ATI 或 Matrox 显卡 

24 bit 彩色或 12bit 灰度输出， iQ-

GRAFIX或 iQ-GRAFIX PRO 

显示器： 1024 x 768 像素，诊断需使用高分辨率监

视器 

1280 x 1024 像素或更高，诊断使用
IMAGE DISPLAYS 

外设： CD-ROM 光驱 滚轮鼠标，CD 或 DVD 刻录机，

PostScript 打印机 

硬件：   Dell 硬件 

    系统需求  

我们为您的成像需求提供的解决方案 

iQ-VIEW                         

iQ-VIEW 3D                    

iQ-STITCH                      

iQ-CAPTURE                  

OrthoView™                   

DICOMReader                 

iQ-WEBX                         

iQ-WEBX WADO            

iQ-PRINT                         

iQ-ROBOT                       

iQ-ROUTER                     

iQ-WORKLIST                  

iQ-MAIL                            

iQ-NUC                              

iQ-RIS                                

IMAGE DISPLAY S           

iQ-CR ACE                        

亚太区香港总办事处：香港九龙观塘巧明街 95 号世达中心 9 楼 F 室 

联系电话: 香港：(852) 23413380，大陆：(86)10 62144886， 

              台湾：(886) 2 87582377 

电子邮箱: perennity.cn@gmail.com 

公司主页: www.perennitysoft.com 

放射图像阅读 

3D 后期处理工作站 

建立完整的脊柱和全腿图像的工具 

附加的从模拟视频源中捕捉图像的硬件模块 

附加的骨科模板和创伤规划模块 

将任何 DICOM CD 读取到你的 PACS 中 

PACS 服务器用于存储，远程放射和图像发布 

简化工作流程 

DICOM 纸质打印服务器 

自动刻录病人 CD 和 DVD 并打印标签 

图像压缩用于远程放射和工作流程管理 

DICOM 工作表服务器优化你的流程 

使用 DICOM 电子邮件实现简单的远程放射 

核图像处理的完整包 

流畅的放射信息系统 

医疗诊断显示器 

CR 的效益 

mailto:perennity.cn@gmail.com
http://www.perennitysoft.com/

